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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中国东部浅水湖泊受人类活动影响较严重的情况， 将季节分解的非参数局部线性回归模型、 频率分析

和几何分块自助法有机结合， 提出了一种基于非参数方法的湖泊参照状态确定的新方法。 该方法首先将季节分解

模型用于湖泊营养盐及其响应物的观测值， 选取出适合用于推断参照状态的时间段； 其次使用频率分析法分析此

时间段内的观测值， 并给出湖泊总氮、 总磷和叶绿素 ａ 的参照状态值； 最后用几何分块自助法给出各自的置信区

间。 该方法能有效克服前人提出方法的缺点。 以太湖为例， 采用该方法推断了参照状态浓度， 总氮为０ ７８ ｍｇ ／ Ｌ，
总磷为０ ０３０ ｍｇ ／ Ｌ， 叶绿素 ａ 为２ ６３ μｇ ／ Ｌ； 给出相应的 ９５％置信区间分别为 ０ ５７～ ０ ８３ ｍｇ ／ Ｌ、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６ ｍｇ ／ Ｌ
和 １ ８６～２ ６５ μｇ ／ Ｌ。 该方法也可适用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中国东部其他浅水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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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营养物基准为保护湖泊水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 而确定湖泊营养物参照状态是确定湖泊营养物基准

的必要前提之一。 参照状态是 “环境自然的， 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最小或环境系统可达到的最佳状态” ［１］， 或

者是 “可以作为评价水体水质的基线和标准的， 湖泊水体中相关物质的本底值” ［２⁃３］。 在实践中， 人们通常

使用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或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湖泊中营养物质及其响应物的数值作为湖泊参照状态的量

化指标。 目前确定湖泊参照状态的主要方法有： 参照湖泊法［２］、 湖泊群体分布法［２］、 古湖沼学反演法［２， ４⁃５］、
回归分析法［２， ６⁃８］、 模型推断法［２， ９］和三分法［１０］等。

中国的湖泊参照状态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也有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并在美国环境保护

署（Ｕ Ｓ． ＥＰＡ）的方法基础上， 提出了不少改进， 如郑丙辉等［３］、 陈奇等［１１］ 分别根据太湖、 巢湖的历史数

据， 采用频率分析法建立了参照状态； 李小平等［４］ 利用古湖沼学反演法建立了淀山湖的营养物基准； 华祖

林和汪靓［１２］、 顾莉等［１３］分别利用广义极值理论和改进的形态土壤指数法推断确定了太湖的总氮、 总磷和叶

绿素 ａ 的参照状态； 霍守亮等［１４］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在湖泊参照状态上的研究。 在经济发达、 人口稠密

的中国东部地区很难找到符合参照状态要求的湖泊； 而且在建立中国东部地区浅水湖泊的参照状态过程中，
很多原有的确定参照状态的方法都有问题需要克服。 比如： 湖泊群体分布法和参照湖泊法不太适用于污染比

较严重的湖泊［１⁃２］； 现有的频率分析法［３］则未给出置信区间， 难以评估其结果精度， 同时， 也可能高估湖泊

的参照状态浓度； 古湖沼学反演法并不适用于浅水湖泊［２］。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中国东部大部分湖泊的水质逐年恶化， 水质状况堪忧， 不太适合直接用已有的方法

确定参照状态， 而迫切需要提出更适用于确定中国东部地区污染较重的浅水湖泊参照状态浓度的新方法； 并

且要求这一方法能给出参照状态的置信区间。 对于确定受污较重湖泊的参照状态， 美国环境保护署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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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解决思路， 即对于自然植被留存不多， 难以确定参照湖泊的区域， 可利用最佳的现有状态作为参照状

态［２］。 其本质是最小化人类活动对湖泊水质的影响， 从而推断湖泊的参照状态。 应该说三分法［１０］ 和广义极

值分布理论［１２］就来源于这一思想； 但是， 三分法将所有观测值机械的三分， 这不一定能符合实际情况； 而

广义极值理论在每年的观测值中只取最小的一个观测值， 造成数据的极大浪费， 且可能低估参照状态浓度。
本文根据 “利用最佳的现有状态作为参照状态” 的思想， 提出对于污染较严重的湖泊可以首先利用非

参数季节分解局部线性回归理论， 推断出该湖泊水质较好且观测值平稳的时间段； 然后对这一时间段中的观

测值进行频率分析以确定参照状态； 并利用几何分块自助法给出参照状态的置信区间。 本文用这一方法以中

国东部的典型浅水湖泊太湖为例， 计算确定了太湖的参照状态浓度值。

１　 理论模型

考虑湖泊营养物及其响应物如总氮（ＴＮ）、 总磷（ＴＰ）和叶绿素 ａ（Ｃｈｌａ）等的浓度观测值规律复杂， 难以

用参数模型表达， 且由于观测数据天然带有季节性， 而季节分解的非参数局部线性回归模型能达到分开趋势

和季节效应的目的， 是比较适合的模型［１５⁃１６］。
非参数季节分解局部线性回归模型是基于局部线性回归模型的。 局部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思想是： 将观

测值的时间序列 ｛Ｙｔ， ｔ｝ 用下式拟合：
Ｙｔ ＝ ａ ＋ ｂ（ ｉ － ｔ）， ｜ ｉ － ｔ ｜ ＜ ｈ （１）

式中　 ｈ 为窗口宽度， 用于控制局部回归作用的范围， ｈ 越大表示局部线性回归作用的范围越大； ｔ 为一确

定的时间； ｉ 为观测值 Ｙｉ对应的时间。 由于是局部线性回归， 所以 ａ、 ｂ 不能由最小二乘法（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ＬＳ）得到， 而是通过求解下式获得：

ｍｉｎ∑
Ｔ

ｉ ＝ １
｛Ｙｉ － ａ － ｂ（ ｉ － ｔ）｝ ２Ｋｈ（ ｉ － ｔ） （２）

式中　 Ｋｈ（ ｔ） 为核函数； Ｔ 为观测值的总个数； 显然式（２）的本质是加权回归， Ｋｈ（ ｔ） 的作用即给出权重， 使

得距离时间 ｔ 越远的观测值对 ｔ 时刻的观测值影响越小。 通常使用的核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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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局部线性回归方法在具有季节效应的时间序列中需要进行修正。 非参数季节分解局部线性回归模型

的基本思想是： 将总氮、 总磷及叶绿素 ａ 浓度的时间序列 ｛Ｙｔ， ｔ｝ 分解成下式：
Ｙｔ ＝ Ｆ ｔ ＋ Ｓｔ ＋ εｔ （４）

式中　 Ｆ ｔ 为慢变函数， 表示时间序列的趋势成分， 估计过程中要反复使用式（１）； Ｓｔ 为周期部分， 表示时间

序列的季节效应成分， 因此只有值而没有表达式； εｔ 为残差。
季节效应修正的主要过程比较复杂， 需要通过反复迭代完成。 主要过程是： 首先用观测值 Ｙｔ 减去预估

的趋势效应 Ｆ０
ｔ ； 得到的结果用式（１）拟合得到中间值 Ｃ０

ｔ ， 将 Ｃ０
ｔ 通过一个低通量过滤器， 得到 Ｌ０

ｔ ； 因此，
观测值的季节性部分为 Ｓ０

ｔ ＝ Ｃ０
ｔ － Ｌ０

ｔ ， 将观测值 Ｙｔ 减去 Ｓ０
ｔ 得到的结果仍然用式（１）拟合得到 Ｆ１

ｔ ， 如此即完成

了第一次迭代循环。 如此反复迭代， 若前后两次迭代得到结果差别较小， 则停止迭代， 并得到观测值的趋势

效应 Ｆ ｔ 和季节效应 Ｓｔ ； 最后得到残差为 εｔ ＝ Ｙｔ － Ｆ ｔ － Ｓｔ 。 需要注意拟合得到 Ｃ０
ｔ 和 Ｆ１

ｔ ， 虽然都用式（１）， 但

其中的窗口宽度 ｈ 可以不一样， 分别被称为季节窗口宽度和趋势窗口宽度； 此外， 在实践中， 低通量过滤器

有很多， 最常见的即移动平均； 而 Ｆ ｔ 迭代的初始 Ｆ０
ｔ 值可以设置为 ０。 季节分解局部线性回归模型非常灵活，

能够适用于平稳、 非平稳、 线性和非线性等多种时间序列， 虽然无法给出具体的表达式， 但是能够清晰地表

现时间序列的趋势与季节成分， 且对异常值稳定性良好。
本研究利用自助法给出参照状态的置信区间。 自助法方法是一种重抽样方法， 对任何能用观测值构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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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量， 都能够通过对观测数据的反复抽样给出其置信区间。 其不需要假设随机变量的分布， 且对异常值有

着很好的稳定性［１７⁃１８］， 非常适用于参照状态置信区间的推断。 但是， 由于数据关联性的存在， 普通的自助

法并不适用于时间序列的置信区间推断； 因此， 本研究中采用几何分布分块自助法给出了参照状态的置信区

间。 几何分布分块自助法的思想是首先将数据分块， 其中数据块的长度 Ｌ 服从如下几何分布：
Ｐｒ（Ｌ ＝ ｊ） ＝ （１ － ｐ） ｊ －１ｐ （５）

ｐ 为一个大于 ０ 小于 １ 的常数， 等于数据块平均长度的倒数。 然后， 对数据块进行抽样； 最后用抽出的

数据再进行标准的自助法抽样。 这一方法不但能够有效地减小时间序列数据之间的关联， 而且能保证抽样结

果的稳定性［１８］， 是一种先进的适用于时间序列的自助法方法。

２　 数据来源与参数设置

本文的观测数据来源于江苏太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简称 “太湖站”） ［１９］， 该文献

有全太湖 ３２ 个野外站点中 ８ 个站点的自 １９９１—２００６ 年共 １６ 年的逐月观测数据。 考虑相对而言， 太湖中心

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并舍弃缺失值较多的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年的观测数据； 使用位于湖泊中心的 ８ 号站点和太

湖中心偏北区域 ７ 号站点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共 １２ 年 ２８８ 个观测值的平均值进行分析。
文中结合总氮、 总磷和叶绿素 ａ 的自回归系数以及湖泊藻类和营养物的特性， 确定太湖总氮和总磷的季

节分解局部线性回归的趋势窗口宽度为 ６， 叶绿素 ａ 的趋势窗口宽度为 ３； 考虑太湖水质四季的不同， 确定

其季节窗口宽度为 ３。 在几何分布分块自助法方法中， 按照环境规律， 每块观测值的平均长度为 １２ 个月，
每种物质重抽样的次数为１ ０００； 研究表明［１７］这足以保证多数情况下结果的可靠与稳定。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趋势分析

图 １ 给出了包括季节效应在内的太湖中心总氮、 总磷与叶绿素 ａ 平均浓度的模型拟合结果， 即式（４）中
Ｆ ｔ 和 Ｓｔ 之和。 从图 １ 可以发现， 虽然模型结果与实测值在一些离群值区域符合得并不是很好； 但是， 其精

度仍然足以作为判断浓度变化规律的依据。 图 １ 清楚表明了太湖总氮、 总磷与叶绿素 ａ 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即总氮和叶绿素 ａ 在每年的秋冬季节比较低， 在春夏季则较高； 总磷由于受藻类生长的影响， 其浓度往往在

夏季较低； 这一结论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类似。

图 １　 总氮、 总磷与叶绿素 ａ 模型拟合

Ｆｉｇ １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ｉ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Ｎ， ＴＰ ａｎｄ Ｃｈ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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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清晰地表达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期间太湖中心总氮、 总磷和叶绿素 ａ 的变化趋势规律， 可以将观测值的

趋势部分单独抽出研究， 观测值的趋势部分即式（４）中的 Ｆ ｔ 。 图 ２ 为太湖湖心总氮、 总磷与叶绿素 ａ 的趋势

图。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太湖湖心的总氮、 总磷和叶绿素 ａ 分别在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 月和 ４ 月达到最高峰随后下

降， 并分别在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左右达到谷底； 这趋势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开展一系列治理

太湖环境的工程背景是相符的。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间总氮、 总磷的上升以及叶绿素 ａ 的大幅波动可能是点源控

制以后， 比较难控制的面源以及太湖底泥中营养盐的释放造成的。 总之， 趋势分析表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这 ３
年的观测值比较适合用于推断太湖的参照状态。

图 ２　 总氮、 总磷与叶绿素 ａ 的趋势

Ｆｉｇ ２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Ｎ， ＴＰ ａｎｄ Ｃｈｌａ

可以用描述性统计和显著性检验方法， 定性地考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的太湖总氮、 总磷和叶绿素 ａ 观测值

与其他年份观测值是否有显著不同。 表 １ 是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期间， 太湖湖心总氮、 总磷以及叶绿素 ａ 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期间相应值的统计学比较。 表 １ 显示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到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期间， 太湖湖心的总氮、
总磷和叶绿素 ａ 观测值的中位数与平均浓度均低于这 ３ 种物质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间的中位数和平均浓度； 也

就是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 太湖湖心水质情况要好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的水质平均情况， 这一现象尤以总氮和叶

绿素 ａ 的浓度更为明显。 再者， 表 １ 中的均方差值说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期间总氮、 总磷和叶绿素 ａ 的浓度要

比整个时间段内的观测值稳定得多， 进一步说明非参数季节分解方法能有效地避开极端观测值出现时间， 降

低了偶然因素对推断结果的影响； 同时， 峰度和偏度检验也证明在此期间的总氮与叶绿素 ａ 的观测值比总体

情况更均匀， 更接近正态分布， 由此推断出的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更值得信任。

表 １　 不同时间段总氮、总磷与叶绿素 ａ 统计特征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Ｎ， ＴＰ ａｎｄ Ｃｈｌ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项目
总氮 ／ （ｍｇ·Ｌ－１） 总磷 ／ （ｍｇ·Ｌ－１） 叶绿素 ａ ／ （μｇ·Ｌ－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

最小值 ０ ６５ ０ ７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１ ７９ ２ ６１
中位数 ２ ０４ １ ５９ ０ ０８ ０ ０７ ８ １３ ６ ７０
平均值 ２ ２４ １ ６９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１２ ６７ ８ ７１
最大值 ６ ６５ ３ １５ ０ ５２ ０ １６ ２１２ ２２ ２５ ９５
均方差 １ ０６ ０ ６２ ０ ０６ ０ ０３ １９ ８３ ５ ７３
峰度 ２ ４１ －０ ６７ ２９ ８５ －０ ３３ ６９ ８５ ０ ６７
偏度 １ ２７ ０ ４４ ４ ５１ ０ ２８ ７ ５８ １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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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时间总氮、总磷与叶绿素 ａ 的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ｓｉｇｎ ｔｅｓｔ ｏｎ ＴＮ， ＴＰ ａｎｄ
Ｃｈｌ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比较年份 总氮显著性 总磷显著性 叶绿素 ａ 显著性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０ ０４４ ０ ３６ ０ ０４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０ ０１ ０ ５３ ０ ０２４

　 　 表 ２ 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期间的总氮、 总磷和叶绿

素 ａ 与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年以及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的观测值进

行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检验的结果。 结果表明， 虽然太

湖湖心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总磷与其前后观测值的差异在

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 但是， 总氮和叶绿素 ａ 的浓

度差异在 ９５％的置信度上十分显著。 这些结果意味

着，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期间太湖湖心的总氮与叶绿素 ａ
的浓度与其前后的时间段有显著不同； 直接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全部的数据推断太湖的参照状态非常可能高估

太湖参照状态。
由于不受或受人类活动影响很小的天然湖泊中营养盐及其响应物的浓度应该比受影响后的浓度低且稳定；

因此， 综合季节分解局部线性回归， 描述性统计学分析以及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检验的结果：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期间太

湖湖心的总氮、 总磷与叶绿素 ａ 的观测值比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的观测值更适合用于推断太湖的参照状态。
３ ２　 太湖参照状态的推断

运用频率分析的方法建立湖泊参照状态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对观测数据进行频率分析以后， 确定一个

合适的分位点作为湖泊的参照状态。 若所选分位点太小将使参照状态浓度很低， 可能导致所制定的湖泊保护

目标和水质标准很难实现； 若所选分位点太大将使参照状态浓度很高， 以此为基础制定的湖泊管理政策就会

过于宽松。 在美国， 由于湖泊水质状态相对较好， 美国环境保护署［２］ 从湖泊的实际情况出发； 并考虑操作

和计算的简便性， 在其指南中推荐对参照湖泊法使用所有观测值的 ２５％分位点的值作为湖泊的参照状态。 在

国内， 由于中国东部湖泊包括太湖、 巢湖等受人类活动影响很大， 出于从严制定湖泊环境基准， 指导湖泊尽

可能恢复良好状态的目的， 郑丙辉等［３］、 陈奇等［１１］ 用频率分析法， 湖泊群体分布法等推断太湖、 巢湖等的

参照状态时采用 ５％的分位点作为参照状态值。
表 ３ 列出了太湖湖心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总氮、 总磷与叶绿素 ａ 的 ５％、 ２５％分位点的值及其用几何分布分

块自助法得到的 ９５％置信区间。 在本研究中， 首先考虑到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间太湖的水质状况虽然有所好转，
但是仍然处于被污染状态， 参照状态浓度不可能以 ２５％的概率频繁出现； 而且从置信区间看， 总氮、 总磷以

及叶绿素 ａ 的 ５％分位点置信区间要比 ２５％分位点置信区间略窄； 这表明在统计学意义上， 采用 ５％分位点

作为参照状态其精度要略高； 因此， 从以上角度看来， ５％ 分位点作为参照状态比 ２５％分位点更合适。

表 ３　 ２５％与 ５％分位点及其 ９５％置信区间

Ｔａｂｌｅ ３ ２５ｔｈ ａｎｄ ５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ａｎｄ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总氮 ／ （ｍｇ·Ｌ－１） 总磷 ／ （ｍｇ·Ｌ－１） 叶绿素 ａ ／ （μｇ·Ｌ－１）
上限 估计值 下限 上限 估计值 下限 上限 估计值 下限

５％分位点 ０ ８３ ０ ７８ ０ ５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５ ２ ６５ ２ ６３ １ ８６
２５％分位点 １ ６６ １ ３２ １ １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９ ６ ０８ ４ ８３ ３ ３３

　 　 另一方面， 郑丙辉等［３］ 用频率分析法给出了太湖总氮和总磷的参照状态浓度分别为 ０ ６０ ｍｇ ／ Ｌ 及

０ ０３ ｍｇ ／ Ｌ； 可以看到这一结果的总氮、 总磷结果与本次研究得到的 ５％分位点的值很接近。 华祖林和汪

靓［１２］用广义极值理论给出太湖总氮与总磷的参照状态浓度和 ９５％置信区间分别为 ０ ７１ ｍｇ ／ Ｌ （置信区间为

０ ５８～０ ８４ ｍｇ ／ Ｌ）和 ０ ０２５ ｍｇ ／ Ｌ （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３ ｍｇ ／ Ｌ）； 这一结果无论是参照状态浓度还是其置

信区间都非常支持将 ５％分位点作为参照状态浓度。 顾莉等［１３］ 用改进的 ＭＥＩ 法给出太湖总磷的参照状态浓

度为 ０ ０２５ ｍｇ ／ Ｌ； 这一结果接近表 ３ 中 ５％分位点。 此外，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对太湖调查［２０］的研究表明， 当时

太湖总磷浓度为 ０ ０１～０ ０５ ｍｇ ／ Ｌ， 其中位数为 ０ ０３ ｍｇ ／ Ｌ； 考虑到太湖污染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事情，
６０ 年代太湖的状态应该比较接近其历史上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时的情况， 因此这一调查是支持将 ５％ 分位

点结果作为太湖参照状态浓度。
郑丙辉等［３］用频率分析法给出太湖叶绿素 ａ 的参照状态为 ４ μｇ ／ Ｌ， 比本研究结果高， 但仍处于同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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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考虑到叶绿素 ａ 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非常巨大， 观测值波动很大； 且太湖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蓝藻

多次爆发； 因此， 直接的频率分析法有可能高估太湖参照状态。 另一方面， 华祖林和汪靓［１２］ 给出的太湖叶

绿素 ａ 参照状态浓度为 １ ８１ μｇ ／ Ｌ， 置信区间为 １ ３２ ～ ２ ３３ μｇ ／ Ｌ，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次研究结果； 因

此， 用 ５％分位点作为太湖叶绿素 ａ 的参照状态浓度可以接受。

４　 结　 　 论

（１） 针对中国东部区域浅水湖泊的特点， 将非参数季节分解、 频率分析与几何分布分块自助法相结合；
提出了一种基于上述非参数方法确定中国东部浅水湖泊参照状态的新方法； 并以太湖为例证明了该方法的可

行性。 对太湖参照状态研究的结果表明， 这一方法能有效地克服参照湖泊法等原有方法的缺点， 更好地确定

受人类影响较大的浅水湖泊的参照状态。
（２） 该方法确定太湖总氮、 总磷和叶绿素 ａ 的参照状态分别为 ０ ７８ ｍｇ ／ Ｌ、 ０ ０３０ ｍｇ ／ Ｌ 和 ２ ６３ μｇ ／ Ｌ；

相应的参照状态 ９５％置信区间分别为 ０ ５７～０ ８３ ｍｇ ／ Ｌ、 ０ ０２５～０ ０４６ ｍｇ ／ Ｌ 和 １ ８６～２ ６５ μｇ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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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满水库水温的原型观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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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寒区冰封水库热状况的时空演变规律，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对丰满水库的水温和冰情进行了

原型观测。 基于现场观测资料， 阐述了丰满库区不同季节热结构的变化规律， 重点分析了汛期洪水过程对分层结

构的影响， 并发现解冻初期水库表层浮力流动现象。 同时， 典型水温分层期 １ 月和 ６ 月的坝前 ７５～８００ ｍ 范围 ４ 条

水温观测垂线基本一致， 且同期电站下泄水温与坝前取水口对应高程平均水温差异较小， 说明该水域范围内无三

维水温效应。 由于深层取水影响， 丰满电站下泄水温过程较为稳定， 但与坝址天然水温相比， ５～７ 月、 １０～１２ 月分

别表现出月平均高达 １０ ８℃、 ７ ９℃的春夏低温水和秋冬高温水现象。 此外， 冰情监测结果表明， 丰满水库冬季基

本全库封冻， 坝前最大冰厚约 ０ ７ ｍ， 且库区冰厚沿程出现不均匀分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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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是水体重要的物理因子， 将直接影响水体中其他水质参数以及生物群落的发展。 特别是水库形成

后， 水力学、 热力学条件较天然河道发生较大改变， 库区水体通常会发生温度分层现象， 进而形成库区水质

分层， 并可能出现富营养化问题； 而电站下泄水温将导致坝下河道鱼类产卵延迟、 沿岸农作物遭遇冷害等不

利影响［１⁃４］。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美国、 苏联、 日本等陆续开展了大量的水库水温原型观测［４］， 先后开发出一系列的

水温预测模型并广泛应用于水库的环境影响研究中［５］。 中国对水库水温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但多是

基于工程维护管理出发的坝前垂线水温观测［６⁃７］， 这些重要观测资料基本长期闲置［４］； ９０ 年代后， 随着国内

高坝大库的建设， 其水温带来的环境影响无先例可循， 从环境影响角度的水温观测及相关研究才逐渐引起重

视， 而前期开展的水温观测主要从模型参数率定的角度出发［８⁃９］。 迄今中国大型水库已达到 ７５６ 座［１０］， 但长

期坚持实施水温观测及相关研究的水库较少。 国内外已开展的水库水温研究主要集中在温热带地区， 而寒带

地区由于存在复杂的冰凌过程、 现场工作困难等因素影响， 其水库相关水温观测少人问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至 ８０ 年代， 前苏联虽然对境内多个水库进行了热状况和冰情的现场调查［１１］， 但主要针对冬季， 观测数据有

限不能支撑反映冰封水库热状况的年内时空分布和演变过程。 正是由于特殊的寒区气候和冰盖的存在， 其水

温的演变特征较温热带不同， 并形成独特的冰层和冰下水环境和生物化学过程［１２］。
丰满水电站位于第二松花江上， 始建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工程， 最大坝高

９１ ７ ｍ， 正常蓄水位 ２６３ ５ ｍ， 对应库容 ８２ ５ 亿 ｍ３， 回水长度 １５３ ｋｍ。 丰满库区在 １２ 月～翌年 ４ 月形成稳

定冰盖， 最大冰盖厚度可达 １ ０ ｍ。 丰满电厂曾于 １９５１—２００４ 年对坝前垂向水温进行了连续监测［１３］， 但其

不足以整体反映寒区水库水温的时空演变规律。 为此， 笔者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对丰满水库进行了

长时段的库区水温冰情及坝下河道水温的连续监测， 以期初步探究寒区冰封水库的热状况演变规律。



７３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５ 卷　

１　 观测方案

１ １　 观测断面布置

结合现场工作条件及能反映整体水库的热状况需要， 本次观测范围为红石电站尾水至丰满坝下雾凇岛，
总长达 ２２３ ｋｍ。 库区垂线水温观测， 进行了 ５ 个断面， 分别为丰满坝前（距离红石大坝 １５２ ９ ｋｍ； 下同）、
沙石浒（１１３ ｋｍ）、 小荒地（８７ ｋｍ）、 桦树林子（５３ ｋｍ）、 墙缝（３３ ｋｍ）。 入出库连续水温观测分别选择在红石

电站尾水及永庆坝址处。 冰情观测主要在坝前断面进行连续观测， 其他断面仅做沿程冰厚观测。 为进一步掌

握坝下河道冬季雾凇发生期的水温情况， 在雾凇岛末端进行了补充观测。 各观测断面布置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丰满水库水温冰情观测断面布置

Ｆｉｇ １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１ ２　 观测仪器、 方法与频次

库区垂线水温观测采用美国 ＹＳＩ 公司生产的 ＹＳＩ ６６００ 多参数水质仪， 仪器可自动记录水深、 水温， 温

图 ２　 丰满坝前垂线水温观测布置

Ｆｉｇ 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ｄａｍ

度精度为 ０ １５℃， 深度精度为 ０ ３ ｍ。 观测时根据水温分

层情况在水深方向每 １ ０ ～ ３ ０ ｍ 布置一个测点。 进行包

括升温期 ３ 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降温期 １ 次（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封冻期 ２ 次（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共计 ６ 次的库区垂线观测。 为观测坝前

水温三维效应， 选择在大坝取水口前方 ７５～８００ ｍ 区域内

进行， 共布设 ４ 条观测垂线， 其中 １＃、 ３＃监测河道流向

方向的水温变化， ２＃～４＃监测取水口侧向的水温差异， 垂

线的平面布置见图 ２， 观测时段仅在水温分层典型时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进行， 并同步观测电站泄水

温度。
入出库水温连续观测采用泽大仪器设备厂生产的

ＺＤＲ 记录仪， 温度精度为 ０ １℃。 观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雾凇岛补充连续监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至 ３ 月 ８ 日。 监测频次为每小时

１ 次。
封江、 开江采用目测方式进行， 而冰厚采用直角拐尺测量。 冰厚的测量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至 ４ 月

４ 日， 监测频次为每周 ２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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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热状况分析

２ １　 库区水温的演变规律

图 ３、 图 ４ 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非冰封期全库区 ４ 次（插值得到）及冰封期坝前 ２ 次的水温观测结

果。 总的来看， 丰满水库年内不同季节呈现的水温分层结构差异明显。
春季和夏季， 库区水温分层明显， 且温度分层等值线基本为明显的水平线。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图 ３

（ａ））的最大垂向温差达到 ２０℃， 主要温差集中在表层 １０ ｍ 内， 平均温度梯度达到 １ １℃ ／ ｍ， 高温水体较强

的浮力作用保持了夏季稳定分层结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图 ３（ｄ））， 库区水温的分层强度具有类似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的特征， 但高达 １１ ４℃的温差主要集中在表层水下 ８～１３ ｍ 的水层， 而表层 ８ ｍ 内表现出同温现象， 这可能

是由于表层受到较强的风浪及旅游船机械搅拌的影响。

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库区实测水温二维分布

Ｆｉｇ ３ ２⁃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２０１０ 年 ７～８ 月， 第二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 丰满水库的平均入库流量为 ２ ３１０ ｍ３ ／ ｓ， 为多年平均的 ２ ７
倍， 期间入库总径流量与库容（计入支库）的比值为 １ ９。 较大的入、 出库流量使得库区水体掺混剧烈， 破坏

了 ６ 月下旬形成的分层结构。 由于水库流动受电站取水和表层泄洪影响， 取水口高程以上的水温趋于均匀，
而库底受到水库出流扰动影响有限， 其水温整体有所升高， 并形成温度梯度为 ０ ９℃ ／ ｍ、 厚度约 ９ ０ ｍ 的库

底温跃层。

图 ４　 冰封期坝前冰下实测水温分布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ｄａｍ

因为冰盖的存在及水体密度与温度的关系， 水库冰封

期的垂向水温与非冰封期结构明显不同， 进而进行了封冻

初期和解冻初期的坝前垂线水温观测（图 ４）。 观测表明，
丰满水库封冻期坝前的垂向水温为逆温分布， 表层 ０ ５ ｍ
水温为 ０ ７ ～ １ １℃， 底层水体约为 ３ ５℃。 尽管冰盖对表

层水体的保温作用， 但由于发电用水取走了 １２ 亿 ｍ３的库

区水体， 约占期间总库容的 ２０％， 坝前库存的高温水体被

持续下泄， 库中段相对较低的水体到达坝前， 使得高程

２２０～２４０ ｍ 范围的水温有所降低， 平均温差达到 ０ ６℃。
水库开江初期不同水域的纵、 垂向温度结构差异明

显， 呈现库尾和库中段热水、 坝前冷水的纵向降温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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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图 ３（ｃ））， 纵向最大温差达到 ７ ２℃。 库中段由于受库尾的高温入流、 气温条件和开江时间较早等因

素的综合影响， 其水温较高并形成分层。 但随着沿大坝方向水深的加大， 坝前水体温度从逆温状态转向顺向

分层结构将需要从大气、 来流获得更多的热量。 而较早开江的库中段的水体高温水体， 形成明显的浮力表层

流动， 将加快库区坝前水域顺向分层的形成。
２ ２　 坝前横断面水温分布及坝前水温与下泄水温的关系

坝前取水口流态变化复杂， 将可能对坝前温度场结构和下泄水温产生影响［１４］， 分别于非冰封期（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和冰封期（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对丰满电站取水口前温度场及下泄水温进行了同步监测。 观测当日水库的运

行水位分别为 ２５４ ３ ｍ（６ 月 ２５ 日）、 ２５９ ７ ｍ（１ 月 １２ 日）， 电站取水口高程对应水深分别为 ３５～４１ ｍ 和 ４１～
４７ ｍ， 观测当日的日均流量分别为 ２７８ ｍ３ ／ ｓ 和 ４８３ ｍ３ ／ ｓ。

根据图 ５， ６ 月和 １ 月的垂向水温为典型的夏季和冬季分层结构， 且各期 ４ 条水温观测垂线水温结构基

本相同， 表明观测范围内的坝前水温横断面及纵向流动方向上均无较大变化。

图 ５　 升温期和封冻期坝前垂线实测水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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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研究坝前水温分布与电站下泄水温的关系， 对比了坝前取水口高程附近的垂向水温平均值与电

站下泄水温， 如表 １ 所示。 电站下泄水温与电站取水口高程范围水温的算术平均值基本一致， 差异在 ０ ４℃
以内。 ６ 月 ２４ 日电站下泄水温较取水口平均水温略有偏低， 可能是由于当时观测时刻所测垂线附近机组未

发电取水， 取水口高程水体受上层的热传导升温所致。 由此可以推断， 丰满电站由于取水流量较小， 电站取

水对坝前水体的抽吸作用影响不明显。

表 １　 坝前 ３ 号垂线不同高程水温与电站下泄水温的比较 ℃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 ｓｐｏｔ

时　 　 间
高程 ２２５～２３０ ｍ 平均水温

（取水口上方 ５ ｍ）
高程 ２１９～２２５ ｍ 平均水温

（取水口范围 ６ ｍ）
高程 ２１４～２１９ ｍ 平均水温

（取水口下方 ５ ｍ） 电站下泄水温

２０１０⁃０６⁃２４ ９ １ ８ ０ ６ ４ ７ ６

２０１０⁃０９⁃０５ １８ ２ １７ ７ １７ １ １７ ７

２０１１⁃０１⁃１２ ２ ９ ３ １ ３ ２ ２ ７

２０１１⁃０３⁃０８ ２ ２ ２ ６ ３ １ ２ ５

２０１１⁃０５⁃１２ ４ ３ ４ ２ ４ ０ ４ ４

２０１１⁃０８⁃０５ １２ ９ １２ ０ １１ ４ １２ ０

２ ３　 坝下河道水温变化

图 ６ 给出了观测期间丰满水库入出库的水温与库区气温的逐日过程。
丰满电站由于取得坝前深层水， 其下泄水温变化总体较为稳定。 观测期间丰满电站的平均下泄水温为

８ ６℃， 最高月均水温出现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为 １８ １℃）， 最低月均水温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为 ２ ３℃）。 水温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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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趋势较气温有所延迟， 且其变化幅度仅为气温的 ０ ３ 倍。 水库取水方式的变化对坝下水温的影响也较

大，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８ 月 ５ 日， 丰满水库由于表层溢洪道泄洪， 使得期间的升温速率达到 ０ ５２℃ ／ ｄ， 而

２０１１ 年同期仅为 ０ ０８℃ ／ ｄ。 降温期 １０～１２ 月电站下泄水体的降温率比较稳定， 平均为 ０ １５℃ ／ ｄ， 但进入封

冻期后， 由于冰盖阻隔了水体热量的大量散失， 下泄水温一直保持在 ２ ３℃左右。
丰满入库水温受上游与丰满调节性能相当的白山电站深层取水的控制， 其变化趋势与丰满电站下泄基本

一致。 由于流程、 库区气象等条件的影响， 观测期间丰满出库水温平均值、 日均最高水温和日均最低水温较

丰满入库均有所增加， 增温幅度分别为 ０ ８℃、 ２ １℃和 １ １℃。

图 ６　 丰满入出库实测水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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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研究丰满水库对第二松花江河道水温的影响， 收集丰满水库库尾天然河道（白山和红石电站建

成前）的多年平均水温过程， 结合平均气象条件和水文资料， 采用纵向一维水温模型计算得到坝址处建库前

的多年平均天然水温过程。
表 ２ 给出了本次实测水温与红石、 丰满坝址天然水温的差值。 由表 ２ 可知， 白山、 丰满水库对下泄水温

的调节作用较大， 年内的高温水现象和低温水现象均比较突出， 特别是在 ５～７ 月、 １０～１２ 月其差值高达 ３ ６
～１３ ７℃。 同时， 丰满电站冬季由于下泄水体所携带的热量较大， 使得下游约 ７０ ｋｍ 河道不封冻［１５］。 根据本

次观测， 雾凇岛断面水温接近 ０ ２℃的时段为 １ 月 １４ 日至 １９ 日， 在气温为－２３℃情况下， 坝下永庆断面过

流热量为 ５ ０４ＧＪ ／ ｓ（流量为 ４８０ ｍ３ ／ ｓ， 温度为 ２ ５℃）可保证永庆下游 ６０ ｋｍ 河道不封冻。

表 ２　 丰满入出库实测水温与坝址天然水温的差值 ℃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ｍ ｓｉｔｅ

断面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１２ 月

红石 ２ ０ １ ７ ２ ８ １ ７ －５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４ ５ ０ ９ ６ ９ ８ ４ ３ ６

永庆 ２ ７ ２ ７ ２ ３ －１ ９ －８ ２ －１０ ４ －１３ ７ －４ ０ ２ ２ ８ ２ １０ ３ ５ １

３　 冬季冰情分析

２０１１ 年， 丰满水库坝前于 １ 月 ２ 日水库封江， ４ 月 １７ 日水库开江， 整个冰期历时 １０６ ｄ， 最大冰厚为 ３
月 １１ 日的 ０ ７ ｍ， 其冰情特征在历史范围之内［１３］。

图 ７ 为丰满水库 ２０１１ 年坝前冰厚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１ 月 １２ 日 ～３ 月 １１ 日为水库的封冻期， 期间冰厚

的平均增长率为 ０ ００９ ｍ ／ ｄ， 但冰封初期 １ 月 １２～２５ 日的冰盖平均增长率高达 ０ ０１８ ｍ ／ ｄ， 为整个冰期增长

最大值， 主要是该时段冰厚薄， 而平均负气温达到 ２２ ７℃， 水体通过冰盖失去的热量较大， 易于冰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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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冰盖厚度的增加， 冰盖对热量的散失有所减小。 同时， 丰满水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 ２５ 日库区沿程 ５ 个断

面冰厚差异达到 ０ ６ ｍ（图 ８）， 并呈现库中小荒地断面（距离丰满大坝 ６６ ｋｍ）的冰厚最大（１ ０ ｍ）， 库尾、 坝

前断面相对较小的现象。 直至 ３ 月 １１ 日， 冰盖厚度达到最大值， 此时冰水、 冰气热交换基本达到热量平衡。
解冻初期 ３ 月 １２～２５ 日冰厚平均融化率仅为 ０ ００８ ｍ ／ ｄ， 而解冻后期 ３ 月 ２６ 日～４ 月 １７ 日， 平均正气温达到

４ ９℃， 热力和动力因素对冰盖的共同作用有所增强， 期间平均融化率达到 ０ ０２５ ｍ ／ ｄ。 总体看， 坝前冰厚

的变化在整个冰封期呈现 “快—慢—快” 的演变规律。

图 ７　 ２０１１ 年坝前冰厚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１１
图 ８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２５ 日库区沿程冰厚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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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ｒｏｍ Ｊａｎ． ２４ ｔｏ Ｊａｎ． ２５， ２０１１

结合多钦科［１１］对水库冬季冰情变化规律的分析， 可以推断丰满水库结冰过程始于库中， 不断向库尾、
坝前方向发展， 而解冻顺序为始于库尾、 止于坝前。 同时， 本次观测得到的不同时期的冰盖增长率过程也与

其观测结果基本一致， 受天气情况影响明显。

４　 讨　 　 论

结合对研究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研究需要加强：
（１） 开展不同类型的寒区结冰水库的水温、 冰情观测， 以全面掌握寒区水库热量和冰情的时空演变规

律。 在观测中， 应增加观测频次， 重点关注水库结冰期、 稳封期和解冻期的主库、 支库的热状况及冰情特征

的变化。
（２） 开发寒区水库水温冰情耦合数学模型。 水库不同水域的热状况与冰情特征密切相关， 而且冰凌的

生成与消融过程受到水动力、 风动力和太阳辐射等因素的影响， 且与河道几何形态有关， 这些作用与过程较

为复杂， 现场原型观测难度较大， 因此均需建立相应的水动力和热力数学模型进行模拟和研究， 同时数学模

型是评估寒区水资源开发中涉及的水温冰凌影响的重要手段。
（３） 深入开展坝前取水口的水温三维效应方面的研究。 李冰冻等［１４］ 对二滩水库的水温观测表明， 二滩

电站下泄水温较取水口范围水温平均高 ０ ８℃左右。 但本次的坝前水温观测中未监测到三维效应。 电站取水

口型式、 布置方式和取水流量等对坝前流场和温度场是否产生影响、 影响程度以及三维效应发生空间范围，
均需开展精细的原型观测或数值试验研究进行明确。

５　 结　 　 论

（１） 丰满水库具有典型的季节性冰封水库的水温分布特征。 春夏季， 丰满坝前水温分层明显， 最大温

差超过 ２０℃， 而在冰封期为逆温分布， 垂向最大温差为 ２ ８℃。 不同季节库区水温等温线基本为水平分布，
但在解冻初期库区水温分布沿程降低， 并出现表层浮力流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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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典型水温分层期 １ 月（冰封期）和 ６ 月（升温期）坝前 ７５～８００ ｍ 的垂向水温观测结构基本相同， 且电

站取水口高程对应的垂线平均水温与下泄水温差异在 ０ ４℃范围内， 说明该水域范围内未监测到三维水温

效应。
（３） 丰满电站下泄水温过程均较稳定。 与坝址处天然水温相比， 电站下泄水温 １０ ～ １２ 月升高幅度为

５ １～１０ ３℃， 而在 ５～７ 月降低幅度高达 ８ ２ ～ １３ ７℃。 水库冰封期下泄水温稳定在 ２ ３℃左右， 较大的热流

量使得丰满坝下河道 ７０ ｋｍ 不封冻。
（４） 丰满库区冬季 １２０ ｋｍ 以上的河段处于封冻状态。 坝前冰情历时长达 １０６ ｄ， 最大冰厚达 ０ ７ ｍ。 稳

封期 １ 月下旬， 库区冰厚沿程不均匀分布现象明显， 最大差异达到 ０ ６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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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６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Ｊｉｌｉｎ １３２１０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ｆ ａ ｃｏｌ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ａ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ａｓ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ｏｙａｎｃｙ ｆｌ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７５ ～８００ ｍ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ｄａｍ， ａ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Ｊｕｎｅ ａｎｄ Ｊｕ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ｉｇｈ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ｍ ｉｓ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１０ ８℃ ｌ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ｙ ａｎｄ ７ ９℃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ｓ 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
ｕｅ ｏｆ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０ ７ ｍ；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ｕｎｅｖ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ｃｅｂｏｕｎｄ ｓｅａ⁃
ｓ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ｃｅｂｏｕ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ｅｎｇｍａｎ 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１３０９１６９； Ｎｏ ５１１７９１１２）．



第 ２５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５，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４

蓄滞洪区洪水资源化的益损定量分析
———以大黄堡洼为例

杨小柳１， 周杏雨１， 王月玲２， 于理扬３，４

（１．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３ Ｍｉｌｉｋ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Ｄｅｃａｔｕｒ ６２５２２， ＵＳＡ； ４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为在蓄滞洪区利用洪水资源， 探讨洪水资源化收益和损失的函数关系及其定量分析方法。 以大黄堡洼为例， 建

立收益和损失的准量化函数， 基于水文和土地利用信息， 采用水力学数学模型， 澄清 ３ 种特定洪水重现期条件下收益

与损失的时空转换关系。 研究表明， 临界水深是实施洪水资源化规划和管控的关键参数； 洪水资源化的入流面积、 受

益面积、 平均水深、 最大水深与入流洪量成非线性正比关系， 并受到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 洪水资源化； 收益 ／损失曲线； 净面收益 ／损失方程；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 水力学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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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资源化是指在不成灾的情况下， 利用水库、 拦河闸坝、 自然洼地、 人工湖泊和地下水库等蓄水工程

拦蓄洪水， 延长洪水在河道、 蓄滞洪区等的滞留时间， 以恢复河流及湖泊、 洼地的生态环境， 及尽量多地补

充地下水。
蓄滞洪区是河堤外洪水临时贮存的低洼地带或湖泊。 本文关注的是低洼地带类的蓄滞洪区， 其内有数以

万计的居民和大量农田。 近年来， 人们逐渐摒弃旧有的单纯防洪观念， 开始倡导蓄滞洪区在改善民生和保护

环境中的作用［１］。 随着蓄滞洪区人口的逐年增加， 及其与周边地区经济落差的日益扩大， 蓄滞洪区自身的

经济发展成为不容回避的难题， 其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蓄滞洪区的正常运用， 甚至威胁到区域的防洪安

全。 因此， 选择在蓄滞洪区研究洪水资源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 另外还应注意到， 较之其他地区， 蓄

滞洪区内已有的蓄洪、 滞洪和行洪等设施， 为实践洪水资源化提供了较好的工程基础。
以往的有关研究， 从自然地理、 人文社会和资源利用等不同角度， 采用定性［２⁃３］或定量［４⁃７］的方法， 充分

论证了在蓄滞洪区实现洪水资源化的可能性。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付诸实施， 使洪水资源化从理

念变成实际。 在人口稠密的蓄滞洪区开展洪水资源化是把双刃剑， 收益与损失并存， 若要做到兴其利而避其

害， 必须充分了解收益和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本文以实际应用为目的， 从洪水资源化的收益与

损失的函数关系入手，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洪水资源化的收益和损失及其时间和空间分布规

律， 为有关规划提供技术依据， 为实现洪水资源化的实时管控奠定基础。

１　 洪水资源化的收益 ／损失

１ １　 收益 ／损失的数学描述

位于某特定点， 洪水资源化的收益（Ｃｂ）和损失（Ｃｄ）随水深（ｈ）变化， 则有收益函数 Ｃｂ（ｈ）和损失函数

Ｃｄ（ｈ）。 如图 １ 所示， 洪水资源化对应某水深 ｈ 的实际收益 ＢＮ（ｈ）为 Ｃｂ（ｈ）与 Ｃｄ（ｈ）之间的面积。 图中 Ｂ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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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洪水资源化收益 ／损失曲线示意

Ｆｉｇ １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ｍａｘ分别为洪水资源化收益和损失的最大值。 ｈｃ称作洪水

资源化临界水位， 当 ｈ ＝ ｈｃ时， 收益 Ｂｃ 与损失 Ｄｃ 相等。
区间［０， ｈｃ］称作洪水资源化的收益区间。

因此， 在某特定点 ｐ， 对应水深 ｈｐ 的净收益 ／损失

（ＢＮ，ｐ）则为图 １ 中的阴影部分， 可表示如下：

ＢＮ，ｐ ＝ ∫ｈｐ
０
［Ｃｂ（ｈ） － Ｃｄ（ｈ）］ｄｈ （１）

依此类推， 在某特定面积 Ｓ 上， 对应水深 ｈＳ的净收

益 ／损失（ＢＮ，Ｓ）， 则可表示如下：

ＢＮ， Ｓ ＝ ∮
Ｓ
∫ｈＳ

０
［Ｃｂ（ｈ， Ｓ） － Ｃｄ（ｈ， Ｓ）］ｄｈｄＳ （２）

式中　 Ｃｂ（ｈ， Ｓ）和 Ｃｄ（ｈ， Ｓ）分别称作面收益函数和面损失

函数， 两者之差称作净面收益 ／损失函数，式（１）和式（２）则
分别称作净点收益 ／损失方程和净面收益 ／损失方程。

目前的资料精度和观测手段尚难支持式（１）和式（２）的求解。 以实用为目的， 本文将主要探讨面收益函数

Ｃｂ（ｈ， Ｓ）和面损失函数 Ｃｄ（ｈ， Ｓ）的准量化方法， 以及净面收益 ／损失函数式（２）在特定条件下的解。
１ ２　 净面收益 ／损失函数的准量化

选择水深作为洪水资源化收益 ／损失的关键因子， 对 Ｃｂ（ｈ）和 Ｃｄ（ｈ）的量化基于如下的经验分析。 在水

深为 ０ 的地区， 洪水资源化没有收益和损失。 在水深大于 ０ 的地区， 水深在一定范围内时， 洪水资源化以收

益为主； 若水深超过这一范围， 洪水资源化则以损失为主。 本文以人类正常生产生活为主要依据， 以定性的

阶梯函数给出 Ｃｂ（ｈ）和 Ｃｄ（ｈ）， 详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见， ｈｃ为 １ ０ ～ １ ５ ｍ， Ｂｍａｘ对应的水深为 １ ０ ～ １ ５ ｍ，
Ｄｍａｘ对应的水深为 １ ５～２ ０ ｍ。

表 １　 洪水资源化面收益 ／损失准量化函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ｌｏｓｓ ｑｕａｓ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水深区间 ｈ ／ ｍ 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分析 面收益函数 Ｃｂ（ｈ，Ｓ） 面损失函数 Ｃｄ（ｈ，Ｓ）

０ 没有水流经过 无收益 无损失

０～０ ３ 对人类生产生活有益，基本无损失 高收益 无损失

０ ３～０ ７ 对儿童及家禽安全有影响 中收益 低损失

０ ７～１ ０ 对成人和牲畜出行、农田耕种有影响 低收益 中损失

１ ０～１ ５ 对成人安全及交通有较大影响 无收益 高损失

１ ５～２ ０ 对建筑物的安全有影响 无收益 超大损失

＞２ ０ 对大部分生产生活都有大影响 无收益 巨大损失

１ ３　 水力学数学模型　
本文使用二维水力学数学模型［８］。 其主体计算模块所运用的控制方程如下：

∂ｑ
∂ｔ

＋ ∂ｆ
∂ｘ

＋ ∂ｇ
∂ｙ

＝ ｓ （３）

ｑ ＝
η
ｕｈ
ｖｈ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ｆ ＝

ｕｈ

ｕ２ｈ ＋ １
２
ｇ（η ２ － ２ηｚｂ）

ｕｖｈ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ｇ ＝

ｖｈ
ｕｖｈ

ｖ２ｈ ＋ １
２
ｇ（η ２ － ２ηｚ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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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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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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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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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 为守恒向量； ｆ、 ｇ 为 ｘ、 ｙ 方向的对流通量； ｓ 为源项向量； η ＝ ｚｂ＋ｈ 为水面高程即水位， ｚｂ 为地面

高程， ｈ 为水深； ｕ、 ｖ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流速； ｇ 为重力加速度； ρ 为水体密度； τｂｘ
＝ ρＣ ｆｕ ｕ２＋ｖ２ 和 τｂｙ

＝

ρＣ ｆｖ ｕ２＋ｖ２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床面摩阻项， 其中 Ｃ ｆ ＝ｇｎ２ ／ ｈ１ ／ ３， ｎ 为曼宁摩阻系数； －∂ｚｂ ／ ∂ｘ 和－∂ｚｂ ／ ∂ｙ 为 ｘ、
ｙ 方向的床面底坡项。 此控制方程采用水位项替代水深项， 建立 “预和谐” 控制方程， 即 Ｐ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预平衡浅水方程） ［９］； 采用 Ｇｏｄｕｎｏｖ 型有限体积法进行数值求解［９］。 此二维水力学

模型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外的实际案例［９⁃１０］。

２　 案例研究

２ １　 研究区概况

大黄堡洼蓄滞洪区位于北运河的主要泄洪尾闾青龙湾减河中下游与北京排污河之间， 地处天津宝坻区、
武清区和宁河县境内交界处。 如图 ２ 所示， 区内地形平坦， 北部高程约 ３ ２０ ｍ（国家 ８５ 高程， 以下均同）、
南部高程约 １ ２０ ｍ［４］。 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６１１ ｍｍ， ７、 ８ 月份雨量集中， 占全

年降水量的 １ ／ ２ 以上。 气候特点是冬寒晴燥， 夏热多雨， 春旱多风， 冬夏两季气温变化较大。

图 ２　 大黄堡洼蓄滞洪区示意

Ｆｉｇ ２ Ｄａｈｕａｎｇｐｕ Ｗａ ｆｌｏｏｄ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２ ２　 资料收集与处理

研究数据为大黄堡洼蓄滞洪区的土地利用、 水文和水土综合信息。 土地利用信息包括大黄堡洼蓄滞洪区

内 ３０ ｍ 分辨率的 ＤＥＭ 数据， 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Ｌａｎｄｓａｔ 遥感影像数据。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及人工目视解

译， 得到 ２００９ 年大黄堡洼的土地利用情况。 水文信息包括大黄堡洼上游土门楼水文站重现期分别为 ５ 年一

遇、 １０ 年一遇和 ２０ 年一遇的设计洪水过程线。 水土综合信息指对应不同土地类型的曼宁系数。 由于对海河

流域的曼宁系数实验研究较少， 所以本研究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１１⁃１２］， 经过综合分析， 获得有关数据。
２ ３　 净面收益 ／损失方程的 ３ 个特解

蓄滞洪区的洪水资源化以中小洪水为目标， 因此选定 ５ 年、 １０ 年和 ２０ 年重现期的洪水为研究对象，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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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净面收益 ／损失方程的 ３ 个特解。 求解过程为： 基于水文和土地利用资料， 将大黄堡洼蓄滞洪区划分成

１１２ ７７０ 个网格； 采用水力学数学模型， 模拟上述 ３ 个特定重现期洪水的入流过程； 根据网格水深， 以面积

加权法计算各行政村的平均水深； 基于净面收益 ／损失的准量化函数， 统计分析各行政村的收益 ／损失状况。
２ ３ １　 入流过程模拟

入流过程的模拟计算显示， 入流面积、 平均水深、 最大水深和可能的洪水资源化受益面积与入流洪水量

的多少成非线性正比关系。 图 ３ 给出入流 ３ 天后水深的空间分布， 表 ２ 给出了入流的主要统计特性。

图 ３　 不同重现期洪水入流的空间变化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表 ２　 不同重现期洪水入流的统计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洪水重现期 ／ ａ 入流量 ／ 亿 ｍ３ 入流面积 ／ 亿 ｍ２ 平均深度 ／ ｍ 最大深度 ／ ｍ （入流面积 ／ 总面积） ／ ％

５ １ ３２８ １ ２５３ １ ０５５ ７ １７２ ４５ ７

１０ ２ ６７０ ２ ００１ １ ３３２ ７ ７１０ ７３ ０

２０ ４ ４５１ ２ ５７９ １ ７２４ ８ ０５８ ９４ １

２ ３ ２　 收益 ／ 损失的空间分布

根据表 １ 和图 ３ 显示结果， 给出了利用不同重现期洪水的收益 ／损失的空间分布（图 ４）。

图 ４　 利用不同重现期洪水的收益 ／损失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ｌｏ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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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３　 行政村的收益 ／ 损失分析

行政村是洪水资源化主体， 因此各行政村的收益 ／损失状况是实施洪水资源化的重要决策信息。 某行政

村的平均水深是各不同水深的面积加权平均：

Ｈｖ ＝ ∑
ｎ

ｉ ＝ １
ＳｉＨｉ ／ Ｓ （５）

式中　 Ｈｖ 为行政村 ｖ 的平均水深； Ｈｉ 和 Ｓｉ 是村内某水深及其对应面积； Ｓ 为 ｖ 村总面积。
可据式（５）和表 １ 评估各行政村的收益 ／损失程度。 结果表明， 随着洪水利用量的增大， 收益村庄数明

显减小， 承担损失村庄数增加。 如表 ３ 所示， 大黄堡洼蓄滞洪区范围内包括 ８３ 个行政村， 当洪水重现期分

别为 ５ 年、 １０ 年和 ２０ 年时， 分别有 ２２ 个、 １５ 个和 ４ 个村庄有收益且无损失， 分别占总村庄数的比例为

２６ ５％、 ８ １％和 ４ ８％； 相应地， 分别有 ３０ 个、 ６３ 个和 ７９ 个村庄需承担洪水资源化造成的损失， 占总村庄

数的比例分别为 ３６ １％、 ７５ ９％和 ９５ ２％。

表 ３　 洪水资源化收益 ／损失村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ｌｏ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洪水重现期 ／ ａ 高收益无损失村庄数 占总村庄数比例 ／ ％ 承担损失村庄数 占总村庄数比例 ／ ％

５ ２２ ２６ ５ ３０ ３６ １

１０ １５ １８ １ ６３ ７５ ９

２０ ４ ４ ８ ７９ ９５ ２

３　 结　 　 论

实施蓄滞洪区的洪水资源化须详尽的收益和损失信息， 目前尚缺乏分析方法。 本文从生产实际出发， 提

出收益与损失的函数关系和量化方法， 并以大黄堡洼为例， 依据水文和土地利用信息， 辅以水力学数学模

型， 澄清了 ３ 种特定洪水重现期条件下收益与损失的转换关系。
案例研究表明， 临界水深是洪水资源化收益与损失的分界点， 若某点或面的实际水深超过该临界水深，

则洪水资源化对于该点或面变得有害无益， 此水深是有关工作中的重要参数； 洪水资源化过程是收益与损失

的时空转化过程， 识别收益与识别损失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在特定区域内和条件下， 洪水资源化的入流面

积、 受益面积、 平均水深、 最大水深与入流洪水量成非线性正比关系， 这一关系受到地形、 地貌和土地利用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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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中下游防洪战略思考

陈　 进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０）

摘要： 三峡水库建成后， 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显著改善， 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 防洪要求的提高和江湖关系的变

化， 长江防洪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以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９８ 年典型大洪水为例， 分析了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中下游

防洪形势出现的新变化， 讨论了长江中下游蓄滞洪空间格局调整及江湖关系变化对于防洪的影响。 根据长江水沙

变化、 河道演变、 水库群调控和分蓄洪区使用几率变化等出现的新问题， 提出未来防洪战略及对策。 结果表明：
三峡建成后， 百年一遇以下洪水防御形势明显好转， 而百年一遇以上特大防洪的防洪形势仍然严峻， 洪水风险主

要转移到水库群上； 今后需要在加强蓄滞洪区建设的基础上， 重点推动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 以减轻特大洪水带

来的灾害损失。

关键词： 长江中下游； 防洪体系； 三峡水库； 江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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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防治洪水一直提倡 “疏导” 为主， 而现代防洪理念更加强调洪水管理， 规范洪泛区的土地

利用方式， “给洪水以足够的空间”， 其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长江的防洪问题历来是治水治江的头等大

事， 以目前情况来看， 长江流域处于低洼处的防洪区总面积达 １５ ３８ 万 ｋｍ２， 人口超过 １ 亿， 耕地超过 ５３０
万 ｈｍ２， 可见防洪对于长江的重要性。 从防洪保护区的空间分配来看， 中下游防洪区面积就达到 １４ ０４ 万

ｋｍ２， 占 ９１％， 可见中下游平原地区是防洪的重点地区。 长江自 １８６５ 年开始设水位站， 有实测记录以来最

大的洪水是 １９５４ 年的特大洪水， 所以， 长江防洪规划和三峡水库设计洪水均以 １９５４ 年洪水为主要对象。
长江防洪工程体系的基本格局及定位是： 以堤防为基础， 辅以河道整治工程， 发挥河湖槽蓄作用； 以三

峡等山区控制性水库为主要调控手段， 使洪水调蓄在人口较少的山区； 规划和建设中下游蓄滞洪区为最后手

段， 接纳稀遇洪水来临时的超量洪水， 保障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 经过 ６０ 多年的建设， 特别是三峡工程建

成后， 长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基本完成， 长江中下游， 特别是荆江地区的防洪形势显著改善， 流域防御百年

及以下洪水调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显著增加［１］。 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 经济社会发展对防洪安全

要求不断提高， 不仅长江防洪区淹不起， 而且规划的蓄滞洪区中也生活着 ７００ 多万人和大量耕地［２］， 使用成

本越来越高， 使防洪压力主要转移到三峡等控制性水库中， 遇特大洪水， 洪水的空间分配仍然十分困难。 三

峡水库建成后， 中下游河道及江湖关系变化， 湖泊湿地减少、 洲滩利用增加， 也给未来防洪调度和洪水管理

带来新的问题， 需要研究新形势下的防洪战略。

１　 长江中下游工程体系建设情况

长江出三峡后， 进入中下游， 河道坡降剧减， 江湖及河网连通， 水流下泄过程缓慢， 历来是洪灾损失较

大的地区， 具体防洪分区情况见表 １［３］， 其中行洪区占 ６ ０％， 蓄滞洪区占 ９ ６％。 １９４９ 年以后， 为解决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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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防洪问题， 国家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防洪工程体系建设， １９４９ 年大洪水以后， 不仅加高加

　 　 　
表 １　 长江中下游防洪区分区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ｏｏｄ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分区 面积 ／ 万 ｋｍ２ 人口 ／ 万人 耕地 ／ 万 ｈｍ２

防洪保护区 １１ ８５ ９ ７１０ ４５０ ０

蓄滞洪区 １ ３５ ７４０ ５５ ２

行洪区 ０ ８４ ３３４ ２５ ６

防洪区（合计） １４ ０４ １０ ７８４ ５３０ ８

固长江沿岸主要堤防， 而且新建了荆江分洪区（１９５３
年）。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水以后， 长江防洪工程的重点仍

然是继续加高加固堤防， 完成土石方量１１ 亿 ｍ３， 在

汉江下游修建了杜家台分洪工程（１９５６ 年）， 并在长

江中下游规划了 ５９０ 亿 ｍ３的蓄滞洪区。 １９７３ 年丹江

口水库投入运行， 初步完成了汉江防洪控制性工程。
１９９８ 年大洪水后， 国家又投入巨资加固和维修堤防，
使长江中下游 ３ ９００ ｋｍ 的干堤基本完成了达标建设。

２００８ 年三峡水库建成后， 荆江的防洪标准从 １０ 年一遇提高到 １００ 年一遇， 但遇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水， 仍然有

４００ 亿 ｍ３超额洪水量需要蓄滞洪区承担， 分为 ４０ 处， 其中城陵矶附近规划了 ３００ 亿 ｍ３容积的蓄滞洪区， 到

２０３０ 年， 长江上游梯级水库群建成， 除三峡外， 长江上游梯级水库预留 ３４０ 亿 ～ ３６０ 亿 ｍ３防洪库容［２］， 届

时， 长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基本完成。

２　 三峡水库建成后防洪形势的变化

随着长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防洪工程体系的建成， 长江中下游防洪格局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① 洪水蓄滞空间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水来临时， 长江流域没有一座大型水库，
超量洪水主要通过堤防槽蓄在河道内或者分洪、 漫溢到周边湖泊湿地等低洼地区， 当时防洪手段除了加高堤

防和撤离避险外， 没有水库调控手段， 而现在可以有计划地将超量洪水调蓄在山区控制性水库中。 ② 当时

分洪或者漫溢后， 洪水需要较长时间（１ 到几个月）后才缓慢归槽， 洪水淹没面积大， 滞留时间长， 洪涝灾害

损失大， 灾后恢复时间长， 而现在可以通过水库群联合调度， 控制洪水的空间分布， 主动性和灵活性显著增

强。 例如， １９９８ 年大洪水时， 长江流域已经建成大型水库 １１９ 座， 总库容达到 ９０４ 亿 ｍ３， 中小型水库总库

容合计 ５１６ 亿 ｍ３， 各水库对所在河流洪水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蓄， 如丹江口水库调蓄了汉江 ５ 次洪峰，
隔河岩水库调蓄了清江 ７ 次洪峰， 柘溪水库调蓄了资水 ９ 次洪峰， 五强溪水库调蓄了沅江 ９ 次洪峰， 干流的

葛洲坝和修水的柘林等水库也发挥了调蓄洪水的作用［５］。 尽管这些水库主要调蓄的是支流洪水， 但起到与

干流洪水错峰的作用， 使 １９９８ 年大洪水期间没有主动使用分蓄洪区。 ③ 由于江湖关系的变化、 泥沙淤积和

积极抗洪抢险等原因， 尽管 １９９８ 年洪水总规模没有 １９５４ 年大， 但一些河段（枝城、 沙市、 监利、 螺山和九

江站）和湖泊（洞庭湖和鄱阳湖出口）洪水位高于 １９５４ 年， 防洪形势仍然十分紧张， 灾害损失不小， 抢险和

灾害重建费用十分巨大。 ④ 中下游湖泊面积和容积已经永久性地减少。 １９４９ 年时， 长江中下游湖泊面积

２５ ８２５ ｋｍ２， 其中通江湖泊面积 １７ １９８ ｋｍ２［６］， 到 １９７７ 年， 中下游湖泊面积已经缩小到 １０ ４７３ ｋｍ２， 比 １９５４
年减少 ６０％， 仅洞庭湖和鄱阳湖面积分别减少了 １ ２９０ ｋｍ２ 和 １ ４６０ ｋｍ２， 容积分别减少 １６７ 亿 ｍ３ 和

８０ 亿 ｍ３［５⁃６］， 其他通江湖泊由于建闸控制也基本不再蓄滞长江干流洪水。 三峡水库建成后， 虽然增加了

２２１ ５ 亿 ｍ３的防洪库容， 但抵不上中下游 ６０ 多年间湖泊湿地蓄洪容积的减少， 所以， 即使三峡水库建成，
仍然需要保留４００ 亿 ｍ３的分蓄洪区， 只是随着上游梯级水库群的建设， 到 ２０３０ 年可以减少到 ３００ 亿 ｍ３。

三峡水库建成后， 不仅使荆江河段防洪能力从 １０ 年一遇水平提高到 １００ 年一遇， 而且使中游下蓄滞洪

区使用的几率和规模显著减少， 但解决的主要是百年一遇及百年一遇以下洪水问题， 对于超过百年一遇以上

的特大洪水仍然存在洪水时空分配难题。 表 ２ 为 ２０ 世纪两个典型流域性特大洪水时蓄滞空间的大致布局以

及三峡水库建成以后的变化情况， １９５４ 年长江洪水主要蓄滞在中下游低洼的洪泛区和河道内， 其中堤内（江
湖以外）蓄滞洪量 １ ０２３ 亿 ｍ３， 而 １９９８ 年堤内蓄滞洪量仅 １００ 亿 ｍ３左右， 仅是前者的 １ ／ １０， 洪水蓄滞空间

格局的变化不仅说明大型水库发挥了作用， 也说明堤防抵御洪水和人们抗洪抢险能力的大幅提高， 存在的问

题是 １９９８ 年中下游持续高水位， 使该年最大槽蓄洪水可能达到 １ １００ 亿 ｍ３， 代价是大量军民上堤艰苦的抗



　 第 ５ 期 陈进： 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中下游防洪战略思考 ７４７　　

洪抢险。 通过两场特大洪水过程的对比，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① 长江特大洪水频率和规模变化不大，
但由于河道及江湖关系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 河道、 水库和蓄滞洪区蓄洪能力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超额洪水

分配地点在三者的分配格局大为不同， 随着三峡等山区控制性水库的建成， 调蓄百年一遇以下洪水从防洪区

向水库转移， 大中型洪水的压力将主要由水库和堤防承担， 水库首当其冲， 对于水库群防洪调度要求越来越

高。 ② 由于防洪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 即使在规划的蓄滞洪区内分洪， 淹没损失和灾后重建费用不小。 ③
遇大洪不分洪， 而水库的防洪库容仍然有限， 不得不使堤防维持高水位， 守堤压力大， 一旦溃堤， 损失会更

大。 所以， 即使三峡等大型水库建成， 仍然需要加强分蓄洪区的建设， 防止溃堤溃坝带来更大的损失。 ④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 特别是江湖阻隔、 河道洲滩利用和围湖造田等， 不仅进一步减小江湖的槽蓄能力， 而且

影响长江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

表 ２　 长江典型特大洪水蓄泄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ｌｏｏｄ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典型洪水

宜昌站 汉口站

３０ ｄ 洪量 ／
亿 ｍ３ 重现期 ／ ａ

３０ ｄ 洪量 ／
亿 ｍ３ 重现期 ／ ａ

堤内蓄滞洪量 ／
亿 ｍ３

湖泊蓄洪量 ／
亿 ｍ３

水库调蓄洪水量 ／
亿 ｍ３

河道槽蓄量 ／
亿 ｍ３

１９５４ 年 １ ３８６ １００ ２ １８２ ２００ ５２３ ６００ 无 １ ０００

１９９８ 年 １ ３７９ １００ １ ８８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１ ２００

三峡水库以后 ４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１ １００

２０３０ 年 ３００ ３００ ５５０ １ ０００

３　 中下游防洪出现的新问题

３ １　 泥沙输移规律变化对江湖关系的影响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长江上游除金沙江外， 其他干支流河流泥沙含量显著减少， 特别是嘉陵江减少

幅度最大， 到 ２００２ 年以后， 上游干支流泥沙输移量全部减少， 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三峡入库泥沙年均仅 ２ ０１
亿 ｔ， 比 １９９０ 年以前平均值减少了 ５８％［４］。 泥沙减少的原因初步分析为水库拦沙、 侵蚀区降雨量减少、 水土

保持和天然林保护工程、 河道采砂等， 从影响因素来看， 多数是人类活动引起， 但各因素占比多少不清楚，
而且这种趋势是长期性还是阶段性也不清楚， 随着上游梯级水库群的建设， 泥沙减少趋势至少还会持续百年

以上。 在上游来沙显著减少情况下， 三峡水库也拦蓄了较高比例的泥沙， 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 三峡水库年均

淤积泥沙 １ ４０ 亿 ｔ， 虽然仅为三峡工程论证阶段预计的 ４０％， 但水库排沙比仍然仅为 ２４ ９％， 造成明显的清

水下泄问题， 对于中下游河道演变及江湖关系产生长期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 中下游河道从上

向下游依次冲刷。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宜昌至湖口江段总冲刷量达 １０ ６２ 亿 ｍ３， 年均冲刷量 １ １８
亿 ｍ３， 其中宜昌至城陵矶江段（４０８ ｋｍ 长）冲刷 ７ ０９ 亿 ｍ３， 城陵矶至湖口江段（５４７ ｋｍ 长）冲刷 ３ ５３ 亿 ｍ３。
最大冲坑深度： 宜枝江段 １８ ０ ｍ， 上荆江 １３ ８ ｍ， 下荆江 １１ ９ ｍ， 城陵矶至汉口江段 １６ ４ ｍ， 汉口至湖口

江段 １５ ４ ｍ。 河床冲刷好处是河道过流能力和槽蓄能力提高， 有利于降低洪水位， 不利的是河道调整加剧，
加剧河岸和堤防崩岸， 可能危险堤防安全和岸线稳定。 ② 洞庭湖三口入流入沙进一步减少。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三峡水库蓄水前的几十年间， 由于泥沙淤积、 下荆江裁弯和葛洲坝工程建设等因素， 三口入流持续减

少， 从 ５０ 年代的 ３０％， 到三峡蓄水前的 １５％左右。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三峡蓄水以后， 三口年均分流比仅 １２％，
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 ３ 年平均值相比， 分流量减少 １３２ 亿 ｍ３， 减幅为 ２１％。 分流量减幅最大的为藕池口， 分流

量减少最多的为松滋口。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三口年均分沙比 １９％， 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相比， 减少了 ４ ５４０ 万 ｔ， 减

幅达到 ８０％， 虽然减轻了洞庭湖 １００ 多年来持续淤积的问题和湖区防洪压力， 但由于来流减少， 三口断流时

间增加， 例如， 松滋口东支 ２０１１ 年断流 ２４５ ｄ， 藕池口西支断流 ３２０ ｄ， 使荆南三河水系水质恶化， 影响到

地区用水安全。 ③ １９９８ 年后， 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没有出现大的洪水过程， 不仅使中下游干支流洲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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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强度加大， 而且使 “退田还湖” 成果丧失殆尽， 今后再遇特大洪水， 有效的蓄滞洪区面积减少， 增加

了水库调蓄洪水的压力。
３ ２　 水库调度方案变化及影响

长江干支流上控制性水库基本都是季调节水库， 需要在汛后蓄水， 但如果都集中在每年 １０ ～ １１ 月蓄水，
不仅降低水库的蓄满率， 而且使中下游及两湖地区提前进入枯季， 对于下游地区影响较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 三峡入库泥沙持续减少， 为三峡水库提前蓄水创造了条件， 所以， 三峡水库建成后， 其调度方案已经

进行了多次调整， 与初步设计方案比较， 主要变化为： ① 汛期水位波动幅度增加， 由设计时的 １４５ ｍ 变为

（１４５±１ ５） ｍ， 实际常常提高到 １４６ ｍ 以上； ② 蓄水时间明显提前， 由初步设计时的 １０ 月 １ 日提前到 ９ 月

中旬， 而且起蓄水位也大幅提高， ２０１０ 年以后起蓄水位均超过 １５０ ｍ； ③ 开展了汛期中小洪水调控调度，
控制最大下泄流量， 如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按照 ４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控制下泄， ２０１２ 年按照 ４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控制下泄等。

提前蓄水对于保障三峡等上游水库蓄满率、 减轻汛后集中蓄水对中下游影响和增加发电量等都效果明

显， 但对于水库排沙不利， 也会加重清水下泄带来的影响。 控泄调度虽然使中游堤防不超或者少超警戒水

位， 减轻沿岸防洪压力， 但长期减少洪水上滩频率或者持续时间， 会导致中下游河道萎缩， 对河道及周边湖

泊湿地生态系统也不利。 中小洪水调控使常年出现的中小洪水过程减弱， 影响四大家鱼等鱼类的产卵。 洪水

多年不上滩还会促使洲滩的利用， 影响行洪通道的畅通， 也容易使中下游民众产生对于洪水盲目乐观的态

度， 失去警惕性， 最终影响防洪安全。
３ ３　 分蓄洪区的定位问题

１９９０ 年 《长江流域综合规划》 确定的分蓄洪区主要针对 １９５４ 年特大洪水实际发生时的超量洪水划分，
估计需要 ４９２ 亿 ｍ３的蓄滞洪区容量， 为了防预 １８７０ 年大洪水， 规划时按照蓄洪总容积 ６２７ 亿 ｍ３考虑。 ２０１２
年新修编的 《长江流域综合规划》 同样针对 １９５４ 年洪水， 在三峡水库建成后仍然需要保留 ４００ 亿 ｍ３， 到

２０２０ 年以后， 随着长江上游梯级水库群建成后， 再可适当调减。 目前分蓄洪区分为重点、 重要、 一般和保

留 ４ 类， 其中 ２０２０ 年前分为 ４１ 个区， ２０２０ 年以后减少到 ３７ 处， 同时一些分蓄洪区等级可以降级， 原因是

随着上游梯级水库群防洪库容的增加和联合调度能力的提高， 中下游分蓄洪区蓄滞洪水压力减轻。
三峡水库建成后， 百年一遇以下洪水可以不再使用分蓄洪区， 只是发生特大洪水时才使用， 这为蓄滞洪

区的建设和管理带来难题。 从抵御稀遇特大洪水来说， 留有足够的分蓄洪区是必要的， 例如遇 １８７０ 年 １ ０００
年一遇洪水， 宜昌站 ３ ｄ 的洪量（２６５ 亿 ｍ３） ［１２］就使三峡水库防洪库容蓄满， ７ ｄ 的洪量（５３７ 亿 ｍ３） ［１２］ 就可

使中下游蓄滞洪区蓄满， 难题是蓄滞洪区如果长期不使用， 建设和管理成本高， 利用率低， 经济上不一定合

算， 而且留着大片肥沃的土地不利用， 不仅管理难度很大， 而且也不一定合理。 现状是中下游真正建成的分

蓄洪区仅荆江和杜家台两个， 其他蓄滞洪区不是没有达标建设， 就是在加速开发中， 真正可供使用的蓄滞洪

区很少。 荆江分洪区虽然 １９５４ 年使用过 ３ 次， 但 ６０ 年来再未使用过， 因为目前分洪区内已经进行了较大规

模的开发， 使用一次损失不小。 １９９８ 年沙市水位已经超过 ４５ ｍ， 达到使用的条件， 最后都没有下决心使用，
今后遇同等情况仍然难下决心。 汉江的杜家台分蓄洪区， 虽然在过去 ５０ 多年中使用过 ２５ 次， 但 １９８４ 年以

后只使用过 ２ 次， 而且主要是行洪， 没有蓄洪， 原因是 １９７３ 年后， 随着丹江口水库建成和汉江中下游堤防

的加固， 防洪能力提高， 已经建成的 １４ 个蓄洪民垸长期不使用， 生活在其中的人口已经增加到 ８０ 万人， 耕

地 ５ ８７ 万 ｈｍ２， 开发程度日益增强， 多数蓄滞洪区失去使用的功能。 所以， 未来蓄滞洪区的定位、 建设和

管理等问题突出， 如果不加快建设， 已经规划的蓄滞洪区遇特大洪水时很难使用。
３ ４　 河道与堤防作用

长江中下游河道与黄河不同点是长江河道和岸坡底质多为黏性、 粉沙质或者岩石， 河道深， 河道槽蓄量

大［１０］， 而黄河河道底质多是黄土及沙质， 河道宽浅， 左右游荡， 河道槽蓄能力低。 长江中游上荆江最大安

全泄量可以达到 ５６ ７００ ｍ３ ／ ｓ， 而黄河下游平滩流量仅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超过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就可能影响滩区居民安全。
从长江槽蓄能力看： 沙市江段在 ５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宜昌至沙市江段槽蓄能力达到 ３４ 亿 ｍ３左右； 在城陵矶水位

３４ ｍ 时， 沙市至城陵矶江段槽蓄能力达到 ３２１ 亿～３５２ 亿 ｍ３（包括洞庭湖区）； 城陵矶至汉口江段， 在汉口水



　 第 ５ 期 陈进： 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中下游防洪战略思考 ７４９　　

位 ２９ ｍ 时， 槽蓄能力达到 ９５ 亿 ｍ３左右； 在湖口水位 ２２ ｍ 时， 汉口至湖口槽蓄能力达到 １１０ 亿 ｍ３左右， 共

计 ５３４ 亿～ ５９９ 亿 ｍ３， 如果上述各站点水位达到堤防保证水位， 中下游河道最大槽蓄能力可以达到

１ ０００ 亿 ｍ３。 问题是堤防作用的发挥与防洪压力成正比， 理论上讲， 经过 ６０ 多年的堤防加固和建设， 中下

游主要堤防已经达到设计标准， 承载一段时间的警戒水位， 短时间保证水位安全有保证， 因为一级堤防有

２ ｍ的超高， 二级堤防也有 １ ５ ｍ 的超高。 问题是三峡水库建成后， 中下游各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希望三峡

水库发挥更大的防洪作用， 减轻堤防防洪压力， 甚至希望堤防不超警戒水位， 好处是不需要大量人员上堤查

险， 这样的需求就产生了中小洪水控泄调度的要求和带来的问题， 堤防长期不挡水不是好事， 不仅会退化堤

防的功能， 也会加重水库调洪的压力。
３ ５　 水库群联合调度的利益协调问题

到 ２０１５ 年， 长江流域将建成 １７０ 座左右的大型水库［７］， 大型水库的防洪总库容将达到 ６６６ 亿 ｍ３以上，
其中上游水库库容 ３５５ 亿 ｍ３， 中游水库库容 ２７５ 亿 ｍ３， 下游水库库容 ３６ 亿 ｍ３， 到 ２０３０ 年， 防洪库容还会

有所增加， 水库调洪蓄洪能力显著提高， 但也存在一些技术和管理难题： ① 水库防洪调度与水力发电等兴

利调度有矛盾， 防洪调度属于公益性， 由国家或者流域防办负责， 而兴利调度属于电网、 交通和水库业主等

多部门负责， 实现全流域防洪与单个水库兴利共赢的调度技术和管理难度大。 ② 为了保证水库群汛后蓄满

率， 金沙江水库从 ８ 月初就开始蓄水， 到 ８ 月底， 相对多水库的防洪库容被兴利库容替代， 长江总的防洪库

容仅是理论上的， 主要发挥作用在初汛期， 到 ８ 月以后， 水库群存留的防洪库容将逐渐减少， 后汛期防洪不

仅有风险， 而且将洪水调蓄在不同水库中的风险控制和责任分担的调度技术难度大。 ③ 不仅单个水库自己

的防洪与兴利调度有利益冲突， 而且流域大型水库群之间的防洪统一调度与各水库兴利调度利益冲突和利益

补偿难度很大。 在防洪调度效益评价、 各水电站发电和供水损失核算及利益补偿等方面存在技术和管理

难题。
３ ６　 防洪非工程措施作用

虽然现在人们认识到防洪非工程措施十分重要， 但对于如何发挥非工程措施作用在认识上和行动上仍然

不足。 目前非工程措施落实最好的是洪水预报和预警， 这主要归于现代天气预报、 水文监测站网建设及自动

测报和洪水预报等技术的发展， 而对于防洪保护区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 河道管理、 洪水风险图的应

用、 洪水保险制度的推进等工作推进较少， 普遍存在将工程建设和防洪抢险作为防洪的重点， 对于有利于预

防灾害和灾后重建的非工程措施重视不够。

４　 结　 　 语

长江防洪基本原则是 “蓄泄兼顾， 以泄为主”， 但将洪水蓄在低洼的湖泊湿地和蓄滞洪区， 还是蓄在山

区控制性水库中， 如何发挥堤防、 水库和蓄滞洪区作用， 可供选择方案众多。 在如何平衡沿江各地区安全与

利益， 加速洪水下泄， 也常常存在争议。 如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下荆江实施的两次人工裁弯、 一次自然裁

弯虽然加大了下荆江过流能力， 减轻了荆江大堤的防洪压力， 但中下河道整体坡降并没有改变， 反而使城陵

矶至螺山河道产生淤积， 加重了簰洲湾附近的防洪压力， 如果再对簰洲湾进行裁弯， 将会加重武汉河段的防

洪压力。 沿江规划的蓄滞洪区定位、 使用几率和次序定会引起地区之间的争议， 洲滩及岸线利用与保障行洪

通道畅通， 中小洪水控制与水生态系统保护等也都存在冲突， 所以， 江湖治理与防洪调控是一项系统工程，
“牵一发而动全身”， 需要有整体、 利益均衡的系统战略。 几十年防洪工程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由

于中下游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原有湖泊湿地面积和容积已经永久性大幅减少， 已经建好并可投入使用的蓄滞

洪区少之又少， 长江蓄滞超量洪水的总容积并没有增加， 甚至比 ６０ 年前还有所减少， 主要变化是蓄洪空间

位置的变化。 水库群的建成虽然使调蓄洪水的主动性增强， 在三峡等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的调控下， 也许今后

几十年内中下游会平安无事， 防御百年一遇及以下洪水十分有效， 但遇特大洪水时， 防洪形势仍然会十分紧

张， 一方面水库群联合防洪调度技术和管理难度大， 水库防洪和调洪压力日益增大， 另一方面， 中下游蓄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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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区仍然需要使用， 如果不从现在起做好准备， 仍然会发生较大的洪灾损失， 所以， 在三峡水库等梯级水库

群建成的形势下， 需要研究和制定新的防洪战略，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 保护好洲滩、 分汊河道及江中岛等行洪通道的畅通， 使河道过流能力和槽蓄能力稳定， 发挥堤防

在防洪中基础性作用， 尽量维持一般中小洪水上滩的节律， 处理好河道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２） 做好蓄滞洪区定位和建设。 从现在开始严格限制符合定位要求的蓄滞洪区土地开发利用方式， 开

展安全建设和管理， 使之名副其实， 确定启动使用的条件， 该使用时就使用， 确保特大洪水来临时蓄滞洪区

可用和有效。
（３） 保护好湖泊湿地。 长江边的湖泊湿地原本就是天然蓄滞洪区， 历史上如果不是这些湖泊湿地调节

洪水， 长江会像黄河一样多次改道［９］， 洪水蓄在低洼的湖泊中比蓄在高处的水库中更安全， 所以， 应该保

留现有的湖泊面积和容积。 长江每次出现特大洪水过后都出现过 “退田还湖” 运动， 但几十年不来大水，
“退田还湖” 成果就逐渐消失， 今后应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４） 优化水库群调度， 协调各方关系。 应该尽快建立起洪水风险分担及利益补偿机制， 协调好水库的

防洪调度与水库兴利、 单个水库与水库群调度的关系。 在科学和公平的评价机制建立起来后， 水库群联合调

度方案应该规范化， 调度方案应该相对稳定， 以便于进行调度效果的评估和利益补偿。
（５） 全面推动防洪非工程措施的落实。 今后应该将防洪工作的重点放在非工程措施上， 如洪水预警预

报， 洪水风险图的编制及运用， 规范防洪保护区土地利用方式， 加强河道管理， 给洪水以空间， 推动洪水保

险制度等［１１］， 这些都是花钱少、 效果佳的非工程措施。
随着三峡等上游控制性水库群的建成， 长江中下游防洪调度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显著增加， 而且防御常遇

的大洪水和中小洪水效果十分突出， 但遇特大洪水过程， 长江中下游许多河段仍然会超过安全泄量， 必须使

用蓄滞洪区， 而且由于中下游河道与海平面的整体坡降不会变化， 洪水下泄速度不会加快， 堤防出现大范围

和长时间的高水位是必然的， 防洪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所以， 在防洪工程体系建成后， 要加快建设保留的蓄

滞洪区， 加快推动非工程措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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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环境下城市水文学的发展与挑战
———ＩＩ 城市雨洪模拟与管理

宋晓猛１，２， 张建云１，２， 王国庆１，２， 贺瑞敏１，２， 王小军１，２

（１．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２． 水利部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 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改变了城市水循环过程， 加剧了城市暴雨洪涝问题。 从城市雨洪模型构建的角

度， 回顾了降雨观测与预报技术、 城市雨洪产汇流计算方法以及城市雨洪模型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各种技术的特

点、 适用性和局限性， 指出城市雨洪模型在机理认识和数据管理方面的不足， 提出了城市雨洪模型的概念性框架

与基本流程。 从雨洪资源化的角度， 介绍了城市雨洪管理基本理念和策略， 分析了城市雨洪管理的主要技术方案。
阐明了城市雨洪模拟与管理的发展趋势及前景， 未来应该强化高精度降雨观测和临近定量降雨预报能力， 探索城

市化流域的产汇流机理和响应机制， 开发有效的城市雨洪模型系统， 发展多源信息耦合技术， 开展城市雨洪模拟

预报及资源化利用研究，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城市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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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全球气候变化和强烈的人类活动使得全球水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

的水资源短缺、 水环境污染、 洪涝和干旱灾害等［１］。 由于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２］， 城

市区域的水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３⁃４］。 然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自身发展不协

调， 导致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和损失持续攀升， 加之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加剧了城市自然灾害发生的频

次、 风险及损失， 尤其是城市暴雨洪涝问题特别显著［５］。 近年来， 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频发， 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地区， ６ 月加拿大西部地区、 印度北部地区、 中欧地区， ７ 月中国西南地区， ８ 月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 ９ 月美国西南部地区（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 １０ 月中国长

三角沿海地区等。 因此， 如何应对和管理城市暴雨洪涝灾害风险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６⁃８］， 有效开

展城市暴雨洪水预警预报和综合雨洪管理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目前国内外在降雨观测与模

拟， 城市暴雨洪水模拟与预报预警以及城市雨洪利用及综合管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本文对此进行介绍

和评述， 并指出变化环境下城市雨洪模拟和管理方面研究的挑战， 展望未来的主要研究趋势。

１　 降雨观测与预报

众所周知， 降雨是水循环过程的关键因素之一， 是水文模型研究的基础资料和水文计算与预报最重要的

输入项， 也是陆面水文过程的主要输入驱动。 因此， 高精度的降雨时空分布观测与预报是城市雨洪模拟及预

警预报研究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一般而言， 持续性降雨或短历时高强度降雨是城市雨洪内涝的主要驱动因

子， 加之城市化流域汇流面积相对较小（一般数百到数千平方公里）， 汇流时间相对较短（几小时甚至几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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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因此， 城市雨洪模拟对降雨资料的要求较高， 即需要更精细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以充分表现降雨的时

空变异特征， 如时间尺度往往从数分钟到数十分钟不等， 空间尺度则为数百米到数千米之间［９］。 然而， 由

于降雨过程的高度时空变异性以及城市区域站点分布和观测范围的局限性， 尚不能满足城市洪水预报的资料

需求， 即城市降雨观测及预报已成为城市雨洪模拟与预警预报的主要瓶颈［１０］。
１ １　 降雨观测

目前降雨观测的手段很多， 主要包括地面站点观测、 卫星遥感和天气雷达估测等。 这 ３ 种方法的最大差

别在于站点观测主要基于地面某一点记录， 而天气雷达和卫星系统则从侧面或上部遥测降雨。 地面观测雨量

直接以空间均值用于洪水计算， 而天气雷达和卫星观测数据需要通过特定处理算法计算地面降雨量。 这 ３ 种

方法各有优点及不足， 在具体应用中往往相互补充与佐证［１１］。
为提高降雨观测精度， 最初是通过增加地面观测站点以及调整站网布局等手段来解决观测的局限性。 国

内外开展了诸多研究探讨降雨站点密度的最佳配置问题， 如 Ｂｅｒｎｅ 等［１２］和 Ｅｉｎｆａｌｔ 等［１３］建议城市流域径流模

拟研究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分别为 １～５ ｍｉｎ 和 １～３ ｋｍ２； 而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１４］指出城市水文学者对于降雨资料

的需求（如时间序列＞２０ 年， 时间分辨率 １ ｍｉｎ， 空间分辨率 １ ｋｍ２， 雨量精度误差＜３％等）属于理想主义追

求， 但其同时强调气象雷达的发展与推广将有助于提高降雨观测技术， 也必将成为降雨观测的主要手段。 此

外， 诸多研究结果证实传统的站点观测（如倾斗式雨量计和称重式雨量计）存在各种误差［１５］， 特别在降雨时

空变异性［１６］以及单个站点代表性方面［１０，１４］。 随着英国天气雷达网、 美国下一代天气雷达系统（ＮＥＸＲＡＤ）、
欧盟高级天气雷达网联合研究计划（ＣＯＳＴ７５）及其他发达国家新一代雷达网的建设， 雷达降雨观测技术得到

了长足发展， 如英国水文所开发了河流预报系统（ＲＦＦＳ）和水文雷达系统（ＨＹＲＡＤ）组成实时降雨和洪水预报

系统； 美国开展了水文降雨分析项目（ＨＲＡＰ）， 将雷达降雨用于水文预报全面业务化等； 中国也于 ２０００ 年

开始建设新一代天气雷达网， 以提高天气预报精度和增强洪涝灾害监测预报能力。 雷达降雨观测的发展为城

市水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进一步增强了城市雨洪模拟及预报能力［１７⁃１８］。 如 Ｂｅｒｎｅ 等［１２］ 分析了雷达测

雨与站点观测降雨的时空变异特征， 指出雷达测雨更能描述降雨时空变异特征； 中国在淮河和黄河流域重点

防洪地段开展雷达测雨与洪水预报应用研究［１９］。 因此， 雷达测雨可以提供更多不同时空尺度的降雨特征，
为城市水文学研究提供更多支撑［１６］。 但由于雷达数据存在更复杂的误差特征［１４］ 以及监测网络不健全等问

题， 使得雷达测雨在城市水文学中的应用并不广泛［１７，１９］。 为此， 又发展了新的探测方法和资料处理技术，
如微波中继器更适合于城市区域的水文应用以及更高频率的观测要求［２０⁃２２］。 虽然以 ＴＲＭＭ（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为代表的卫星降雨产品数据在大尺度流域水文模拟及预报方面开展了诸多应用［２３］， 但在

城市水文学上的应用尚不多见。 总之， 以雷达测雨技术为代表的新型观测手段取得了诸多进展为城市水文学

研究及城市雨洪模拟与预报提供了重要支撑［１４］。 因此， 加强地面站点观测、 天气雷达测雨和卫星遥感测雨

等多源信息融合分析和应用， 推动城市水文学及城市雨洪预报研究， 提高水文预报精度和增长预报预见期，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预警预报技术是未来城市水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２４⁃２５］。
１ ２　 降雨预报

精确地降雨预报是突发性洪水预报的关键因素， 如城市区域短历时、 强降雨的定量预报（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ＱＰＦ）是城市暴雨洪水预报预警的重要前提［２６］。 目前国际上已经发展了许多先进的

ＱＰＦ 系统， 融合了地面中尺度观测资料、 探空资料、 闪电资料、 风廓线资料、 雷达数据以及中尺度数值天气

预报等以提高预报的时空精度［２７］。 随着观测和预报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值模式时空分辨率的不断提高以及

模式物理过程的不断改进， ＱＰＦ 的时空分辨率、 预报时效及精度有了很大提高； 以集合预报为基础的概率

ＱＰＦ 和即时 ＱＰＦ 预报技术以及数值模式实施检验与订正技术的发展， 支撑着极端强降雨灾害预警预报研究，
为应对突发灾害性天气提供了有力支撑［２８］。 ＱＰＦ 技术包含很多， 如线性回归、 分位数回归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法、 基于先验气候分布的层次模型、 耦合气象雷达和数值天气模式结果的集成方法、 人工神经网络以及基于

贝叶斯的统计方法等。 虽然这些方法在城市水文学中的应用日益增多［９，２９⁃３１］， 特别是降雨集成预报技术以及

多源信息耦合分析等［３１⁃３２］， 但 ＱＰＦ 预报精细化及准确率离应用的需求仍有差距， 尚缺乏系统的综合研究［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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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评价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性和预报结果的不确定性等。 因此， 需要水文学者与气象学者开展密切合

作， 集合城市水文学和气象学的知识开发适应城市水文研究尺度的预报方法， 为城市雨洪预警预报研究提供

基础。

２　 城市雨洪模拟技术

城市雨洪模型在城市雨洪管理、 防洪排涝、 雨洪利用和水污染控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的产汇

流机制远比天然流域复杂， 且城市排水系统内具有多种水流状态， 包括重力流、 压力流、 环流、 回水、 倒流

和地面积水等［３３］。 需要采用水文学和水力学相结合的途径， 充分利用数值模拟技术， 研制能够模拟复杂流

态的城市排水系统的数学模型。 根据预报的降雨过程， 利用研制的模型模拟和预测城市地面的积水过程， 以

满足城市防汛减灾工作对水情和涝情预测计算的要求。
２ １　 城市雨洪产汇流计算

城市雨洪产汇流计算是城市雨洪模拟的关键和基础， 主要包括城市雨洪产流计算、 城市雨洪地表汇流计

算和城市雨洪管网水流计算［４，３４］， 如表 １ 所示。 城市地表覆盖分布不均， 不透水面与透水面之间错综复杂的

空间分布， 加之对城市地区复杂下垫面产流规律认识不足和资料短缺导致城市雨洪产流计算精度偏低。 目前

多采用一些简单的经验性公式或数据统计分析拟合公式。 虽说国内外展开了诸多试验和应用研究探讨城市下

　 　 　 　 表 １　 城市雨洪产汇流计算方法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计算方法 主要特点

产流计算

ＳＣＳ 方法
以一个反映流域综合特征的参数 ＣＮ 计算降雨径流关系，结构简单，
资料需求少，应用较广

统计分析法 降雨径流相关法
建立径流与降雨量、不透水面积、降雨强度等因素的相关关系，可靠性
偏低

径流系数法
依据不同地表类型的降雨径流系数结合降雨强度计算降雨损耗，应用
广泛，精度较高

下渗曲线法
Φ 指数法

通过给定 Φ 指数判断降雨强度与指数关系分析径流量，属于下渗现
象的概化描述

下渗公式
由透水地面的下渗公式计算降雨的下渗损失，如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Ｈｏｒｔｏｎ
和 Ｐｈｉｌｉｐ 下渗曲线

模型法 概念性降雨径流模型
采用概念性降雨径流关系或统计公式计算透水地面的产流过程，计算
相对复杂，要求较高

地表汇流计算

水动力学方法
基于圣维南方程组模拟地表坡面汇流过程，计算相对复杂耗时，但物
理过程明确

推理公式法
假定降雨径流面积线性增长，径流系数不变，只关注洪峰而不关注流
量过程变化

等流时线法
基于相同的汇流时间计算区域汇流面积，对于城市地面汇流计算划分
相对较难

水文学方法 瞬时单位线法 参数计算复杂，无法非线性化处理，效果较差，资料依赖性较大

线性水库 参数计算相对简单，不考虑过程的非线性特征，效果一般

非线性水库 物理概念明确，参数相对简单，计算精度相对较高

管网水流计算

运动波
计算简单，适应于坡度大、下游回水影响小的管道，理论解没有扩散作
用，峰值不会衰减

水动力学方法 扩散波
不适用于各种流态共存的城市环状管网的水流运动，计算精度与动力
波相差较小

动力波
计算精度较高，适用于各种管道坡度和入流条件，考虑峰值在管道中
传播的衰减和回水影响，计算复杂，资料要求较高

水文学方法
马斯京根法

计算相对简便，参数少，应用较广，与水动力学计算方法效果较为接
近，资料要求较少

瞬时单位线法
计算简单，参数与雨水管道特性之间的关系规律性较差，调试难度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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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面类型的产流规律［３５⁃３６］， 但单点尺度或实验室尺度研究与实际状况仍存在较大差距。 如城市区域不透水

表面的空间分布以及不透水表面的连通性直接影响到城市的产流特征， 如何确定上述因素对城市区域产流规

律的影响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对于城市地表汇流计算， 诸多结果证实水动力学计算模型所需初始和边界

条件复杂， 计算繁琐， 在应用方面较为困难［３７⁃４０］； 而水文学方法计算简单， 但物理机制方面尚不明晰［３４，３７］。
如传统推理法可用于城市设计洪峰流量计算， 但不能反映雨洪流量过程； 单位线法对实测资料依赖性较大，
不易于计算流量过程线； 线性水库未考虑非线性特征， 计算结果可靠性不足； 非线性水库和等流时线法相对

计算比较简单， 应用方便且精度较高。 针对两类方法的局限性， 迫切需要开展城市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研

究［４１］， 综合考虑水文学方法的简便快捷以及水动力学方法的准确性， 建立适合城市区域的地表汇流计算方

法， 提高城市地表汇流计算精度［４］。 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未给出一种合适或理想的紧密耦合方式以解决上述

问题， 需要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以求较好的途径完成上述目标。 城市雨水管网汇流计算方面则相对成熟， 包

括简单的水文学方法和复杂的水动力学方法。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分析， 若精度要求较高， 资料条件好， 可采

用动力波或扩散波进行模拟计算， 反之则可采用马斯京根法进行计算［３４，３８，４２］。
２ ２　 城市雨洪模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计算机模型开始广泛用于流域水文模拟， 至今已经发展了上百种流域水文模型［４３］。
而城市雨洪模型则主要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最初由部分政府机构（如美国环保署）组织开展模型研发工

作， 目前已经发展了多种城市雨洪模型， 如表 ２ 所示， 由简单的概念性模型到复杂的水动力学模型， 由统计

模型到确定性模型［４４］。 一般而言， 模型都包括降雨径流模块、 地表汇流模块和地下管网模块等。

表 ２　 主要城市雨洪模型总结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名称 开发者
主要计算方法

产流计算 地表汇流 管网汇流
主要特点

ＳＷＭＭ 美国环保
署 ＥＰＡ

下渗曲线法和
ＳＣＳ 方法

非线性水库
恒定流、运动波
和动力波

动态降雨径流模型，适用水量水质模拟，主要分
透水地面、有滞蓄和无滞蓄的不透水地面 ３ 个部
分，应用广泛

ＳＴＯＲＭ 美国陆军工程
兵团 ＨＥＣ

ＳＣＳ 方法，降雨
损失法

单位线法 水文学方法
城市合流制排水区的暴雨径流模型，分为透水和
不透水区模拟降雨径流及水质变化过程，可模拟
排水管网溢流问题

ＩＬＬＵＤＡＳ 伊利诺斯州 降雨损失法 时间⁃面积曲线 线性运动波
为 ＴＲＲＬ 模型的改进版本，可以考虑渗水地区地
表径流

ＩＳＳ 伊利诺斯州 　 　 － 　 　 　 － 圣维南方程 主要用于雨水管道系统模拟

ＩＵＨＭ［４５］ Ｃａｎｔｏｎｅ
和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
下渗公式

地貌瞬时
单位线

水动力学法
通过集合地貌瞬时单位线方法，分析高度城市化
区域水文响应关系，适用于资料不足地区的水文
过程模拟

ＤＲ３Ｍ⁃ＱＵＡＬ 美国地质调查
局 ＵＳＧＳ

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
下渗公式

运动波 运动波
分为地面流、河道、管网和水库单元，可分析城市
区域降雨、径流和水质变化过程，对下垫面地形
和市政排水管网资料要求较多

ＵＣＵＲＭ 美国辛辛那提
大学

Ｈｏｒｔｏｎ
下渗公式

水文学方法 水文学方法
将流域概化为不透水区和透水区两部分，主要由
入渗和洼地蓄水、地表径流、边沟流和管道演算
５ 个子模块

ＲｉｓＵｒＳｉｍ［３９］ 德国凯撒斯劳
滕工业大学

标准的降雨径
流换算法

二维浅水水流
运动方程

动力波方法
主要用于城市排水系统模拟、设计与管理，包括
降雨径流模块、水文学地面汇流模块、水力学地
面汇流模块和动力管道演算模块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英国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水力学研究所

修正推理公式
非线性水库、蓄
泄演算、 ＳＷＭＭ
径流计算模块

马斯京根和隐
式差分求解浅
水方程

包括降雨径流模块、简单管道演算模块、动力波
管道演算模块和水质模拟模块，可用于暴雨系
统、污水系统或雨污合流系统设计及实时模拟，
分为铺砌表面、屋顶和透水区 ３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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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

模型名称 开发者
主要计算方法

产流计算 地表汇流 管网汇流
主要特点

ＴＲＲＬ 英国公路
研究所

降雨损失法
时间⁃面积曲线
法和线性水库

线性运动波
可连续或单次模拟城市区域的降雨径流过程，仅
考虑不透水区域与管道系统连接的部分产流，洪
峰和径流量可能偏低

ＭＩＫＥ⁃ＳＷＭＭ 丹麦水力学研
究所 ＤＨＩ

下渗曲线法和
ＳＣＳ 方法

非线性水库
隐式差分一维
非恒定流

主 要 是 ＭＩＫＥ１１ 模 型 代 替 了 ＳＷＭＭ 中 的
ＥＸＴＲＡＮ 模块，比 ＳＷＭＭ 适应范围更广、更稳
定，与 ＤＨＩ 其他模型相兼容

ＭＩＫＥ Ｕｒｂａｎ 或
ＭＯＵＳＥ

丹麦水力学研
究所 ＤＨＩ 降雨入渗法

运 动 波， 单 位
线，线性水库

动 力 波， 扩 散
波，运动波

包括管道流模块，降雨入渗模块，实时控制模块，
管道设计模块，沉积物传输模块，对流弥散模块
和水质模块，用途相对广泛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ＣＳ［４６］ 英国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软件公司

固定比例径流
模 型， ＳＣＳ 曲
线，下渗曲线

双 线 性 水 库，
ＳＷＭＭ 径流 计
算模块

圣维南方程
主要采用分布式模型模拟降雨径流过程，基于子
集水区划分和不同产流特性的表面组成进行径
流计算

ＳＳＣＭ［４７］ 岑国平
Ｈｏｒｔｏｎ
下渗曲线

运动波和变
动面积⁃时间
曲线法

扩散波

不透水区产流计算中洼蓄量当做一个随累积雨
量变化而变化的参数，透水区产流采用 Ｈｏｒｔｏｎ 公
式，地表汇流采用运动波法和变动面积⁃时间曲
线法，管道采用扩散波演算

ＣＳＹＪＭ［４８］ 周玉文和
赵洪宾

降雨损失法 瞬时单位线 运动波 主要用作设计、模拟和排水管网工况分析

ＵＦＤＳＭ［４９］ 解以扬等
概念性降雨径
流关系

水动力学方法
二维非恒定流
方程

以城市地表与明渠、河道水流运动为主要模拟对
象，以水力学模型为基础，引入“明窄缝” 的概
念，地表概化为不规则网格结构

平原城市
雨洪模型［５０］ 徐向阳

降 雨 损 失 和
Ｈｏｒｔｏｎ 下渗

非线性水库法 运动波
分为透水区和不透水区，地表汇流采用非线性水
库，管道汇流采用运动波方程，河网汇流采用一
维圣维南方程组进行演算

城市雨洪水动
力耦合模型［５１］ 耿艳芬

降雨损失和经
验公式法

二维水动力和
一维河网耦合
模型

一 维 圣 维 南
方程

一维和二维耦合模型，既可以模拟地面河道与集
水区之间的水量交换，也可以模拟地面径流和地
下管网之间的水量交换

　 　 纵观城市雨洪模型的发展， 模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 ３ 类［５２］： ① 将水文学方法和水力学方法相结合， 分别

用于模拟城市地面产汇流过程及雨水在排水管网中的运动， 该方法基本单元是水文概念上的集水区域， 所以其

计算结果仅能反映计算范围内关键位置或断面的洪涝过程； ② 采用一、 二维水动力学模型模拟城市内洪水的演

进过程， 该方法可以充分考虑城市地形和建筑物的分布特点， 较好地模拟城区洪水的物理运动过程， 并可详细

提供洪水演进过程中各水力要素的变化情况； ③ 利用 ＧＩＳ 的数字地形技术分析洪水的扩散范围、 流动路径， 从

而确定积水区域， 该方法以水体由高向低运动的原理作为计算的基本依据， 所提供计算结果仅能反映城市洪水

运动的最后状态， 不能详细描述洪水的运动过程。 对比国内外城市雨洪模型的特点可知： 在性能方面， 国内自

主开发的软件功能相对比较单一， 主要围绕某个特定问题展开， 而国外模型相对成熟且功能较强， 集合水量水

质模拟及排水防洪规划等多方面内容； 在通用性方面， 国内则突出重点地区的应用研发， 通用性较差， 国外模

型则广泛用于城市排水设计、 规划和管理等诸多工作， 形成了一系列商业性软件或工具， 为成果推广应用提供

可能［４］。 城市雨洪模型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概念框架和流程， 如图 １ 所示。 总体上， 城市雨洪模型

框架主要包括数据收集与处理模块、 城市雨洪计算分析模块和成果输出与综合可视化模块三大类， 主要流程包

括： ① 确定模型总体结构， 一般含输入输出、 模型运算和服务模块等； ② 确定模型微观结构， 如降雨径流模

块的计算结构、 管网系统模块的计算组成以及各模块的耦合问题等； ③ 整理数据， 结合模型结构， 确定数据集

或建立相适应的数据库； ④ 确定模型参数及边界条件， 进行参数率定和验证； ⑤ 成果输出与展示， 结合 ＧＩＳ
空间分析处理功能， 耦合城市雨洪模型， 实现成果可视化展示。
２ ３　 模型参数优化与不确定性分析

模型参数优化与不确定性分析是数学模型应用的关键环节。 模型的不确定性可能来源于模型结构、 模型

输入数据以及模型参数［５３］， 如图 ２ 所示。 特别是城市雨洪模型， 由于模型结构相对于流域水文模型更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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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城市雨洪模拟的概念框架和基本流程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图 ２　 模型优化流程与不确定性来源

Ｆｉｇ 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ｋｅ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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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且资料的缺失或不全可能导致输入的不确定性， 以及参数众多带来的参数不确定性问题， 这些都成为城

市雨洪模型应用过程中的主要难题之一。 因此， 模型率定、 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分析是评估模型结果精度和可

靠性的关键［９］。 目前， 重点针对模型参数问题已经开展了诸多研究， 如 Ｂａｒｃｏ 等［５４］ 针对 ＳＷＭＭ 模型进行自

动优化， Ｄｏｔｔｏ 等［５５］评估了 ＭＵＳＩＣ 模型的参数敏感性， Ｔｈｏｒｎｄａｈｌ 等［５６］ 探讨了 ＭＯＵＳＥ 模型的参数优化及不

确定性问题， Ｋｈｕ 等［５７］分析了不同优化方法在 ＢＥＭＵＳ 模型中的应用， Ｄｅｌｅｔｉｃ 等［５８］ 提出了全局不确定性评

估框架， 应用在水量水质耦合模型中。 尽管在不确定性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 如图 ２ 所示， 但在理论和实践

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和困难。 随着城市水循环理论的不断完善， 城市雨洪模型计算模块逐渐增多， 数据资料

需求难度增大， 加之气候变化等外界因素干扰， 致使模型复杂度急剧增加， 不确定性问题更加凸显［５９］。 因

此， 如何综合处理上述不确定性问题将成为今后模型研究和应用推广的一个重点方向。

３　 城市雨洪管理与利用

雨水作为城市水循环系统中的重要环节， 对调节地区水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极为关键。 诸多研究证实城

市雨洪管理是解决城市防洪排涝、 减缓水污染、 缓解水资源短缺和构建人水和谐城市景观的有效途径［１， ６０］，
然而不合理的城市发展与规划致使严重的城市水资源短缺和雨洪灾害问题。 因此， 如何有效开展城市雨洪管

理与利用成为城市水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６１］。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欧美部分发达国家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城市雨洪管理体系， 如美国通过最佳管理措施（ＢＭＰ）和低影响开发（ＬＩＤ）的应用大幅度削减了城市面源污

染， 英国利用可持续排水系统（ ＳＵＤＳ）大大改善了城市水生态环境， 澳大利亚实施的水敏感型城市设计

（ＷＳＵＤ）也极大地缓减了城市供水紧张等问题［３］。 近年来， 为综合应对未来城市发展挑战， 坚持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 中国也尝试开展城市雨洪管理体系研究与探索， 如 “十一五” 期间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率先开

展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研究与试点。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尚未形成体系， 缺乏综合有效的

管理技术、 相关法规及政策支持。 因此， 鉴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及水资源安全问题， 国内城市雨洪管理研

究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及挑战， 应结合实施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水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政策， 深入探讨

中国城市雨水综合利用与管理技术， 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及保障城市水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３ １　 城市雨洪管理目标

一般认为城市雨洪管理可分为水量管理、 水质管理、 水生态管理和可持续管理， 如图 ３ 所示。 从国外城

市雨洪利用与管理体系分析， 城市雨洪管理体系经历了传统排水管理体系和生态排水管理体系两个阶段。 传

统排水管理体系以管道快排快放， 保障城镇和住区洪涝安全为主； 生态排水管理体系则主要以生态收集与处

理的技术措施为主， 同时考虑雨水的资源化和降雨径流污染控制。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等［９］ 总结了城市雨水管理的主要

目标为： ① 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控制城市水循环过程； ② 尽可能地维持天然状态下的径流体制； ③ 保护和

图 ３　 城市雨水管理的基本原则与目标

Ｆｉｇ 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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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水质环境； ④ 保护和修复水体生态系统； ⑤ 雨水资源化利用； ⑥ 强化城市景观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
结合中国正在开展的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工作， 国内城市雨洪管理的基本目标主要是雨水径

流量控制、 雨水污染控制和雨水资源化利用。
３ ２　 城市雨洪管理技术

城市雨洪管理技术主要包括两种： 一是建立雨水集蓄利用系统， 通过雨水集蓄设备收集雨水经处理后用

作杂用水； 二是修建雨水地表入渗系统， 由入渗池、 入渗井、 绿地和透水路面等组成的系统进行导渗， 使地

下水得到补给［９］。 这些技术方案包括源头控制、 中途控制和末端控制三类， 其中源头控制是从雨水的源头

上控制， 如屋顶绿化、 雨水花园、 透水铺装和雨水收集器等； 中途控制则主要围绕溢流污染控制和合流制改

造等问题； 末端控制包括了河道末端集中储存处理技术、 人工湿地、 生态堤岸和雨水塘等。 总结国外诸多城

市雨洪管理技术方案的主要特点， 如表 ３ 所示。 近年来， 国内学者也结合现有的城市雨洪管理技术开展试点

应用研究， 如贾海峰等［６２］提出了城市降雨径流控制 ＬＩＤ ＢＭＰｓ 规划方法体系， 许萍等［６３］ 提出了中国低影响

开发城市雨洪管理模式的推广策略， 潘安君等［６４］ 提出了北京市城市雨洪管理的初步构想以实现防洪减灾、
雨洪利用和改善环境的三大目标等。 虽然国内已开展了诸多有益的尝试， 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深入探讨。

表 ３　 主要城市雨洪管理技术总结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名称 主要特点 应用国家或地区

ＢＭＰ
从系统的角度出发，以关注水质问题为重点，在降雨径流进入水体前开展流域尺度的控制，主要通过
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方法预防或减少城市化发展对不同尺度（流域、 街区和场地尺度）的环境造
成的负面影响， 实现城市雨洪综合管理

北美， 欧洲

ＬＩＤ
雨水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精明增长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主要在源头采用分散式、 小尺度的
技术手段管理雨洪径流， 重点在微观区域通过在源头采用多种工程和保护措施控制径流污染， 实
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双赢效果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日本

ＷＳＵＤ
将城市整体水文循环和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相结合， 旨在减小城市发展对水文环境的负面影响以
保护自然水系统， 结合雨水处理和景观设计以保护水质和水生态系统， 强调雨水的社会价值和资
源价值

澳大利亚

ＳＵＤＳ
指导思想是尽可能模仿场地开发之前的自然水文过程， 处理雨水径流以清除污染物， 不仅关注控
制地表径流和污染物， 还注重改善社区的居住环境， 综合考虑了降低洪水风险、 改善水质、 回灌
地下水、 提供生物栖息地和满足社区需要等长期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因素

英国， 瑞典

ＬＩＵＤＤ 来源于 ＬＩＤ， 但融合了水资源的三水管理理念， 倡导雨水的就地收集、 回收和利用 新西兰

　 　 因此， 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城市降雨特征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特点， 逐步改变

传统的雨水快排理念， 基于经济和生态的角度构建 “径流减排—污染控制—积蓄回用—生态处置” 等多目

标的科学管理系统， 实现源头控制、 中途控制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城市雨洪综合管理体系， 需要加强以下工

作： ① 统一以源头管理和生态处置技术为主， 最大程度模仿自然的雨水生态排水管理理念； ② 加强法规和

政策研究， 从制度和机制上引导和保障雨水生态排水体系的建设和实施； ③ 加快城市雨水排水方式转变，
从规划层面构建城市雨水生态处理和可持续循环利用模式； ④ 加大雨水生态收集处理技术和设施的本土化

研究力度， 通过建立一大批工程的示范效应， 推广雨水生态排水方式的应用； ⑤ 重视技术和设施的标准化

建设工作， 加快推进雨水生态排水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进程。

４　 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关键问题

综观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 尽管城市雨洪模拟及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研究方

法也不断完善， 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 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使得全球范围

城市洪涝灾害问题突出。 因此， 当前城市雨洪模拟与管理研究还应该加强以下 ３ 个方面工作：
（１） 城市暴雨洪水监测与预测预警技术方法　 城市暴雨洪水监测与预测预警技术方法研究是城市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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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关键， 也是城市水文学研究的主要难题之一。 需要探讨城市水文站网布设与城市排水系统监测网络的

规划设计， 实现城市暴雨洪水过程全方位多角度监测， 并开展多源信息技术集合应用和临近降雨定量预报研

究； 强化城市雨洪模拟技术和模型方案的系统研究， 耦合随机性模型与确定性模型， 集合水文学和水动力学

方法， 结合一维和二维模型， 基于理论分析、 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技术建立能够模拟城市地区水循环规律和

下垫面变化条件下的产汇流特征以及城市管网水流运动规律的城市雨洪模型， 实现地表⁃地下水耦合以及地

面汇流与管网汇流的耦合演进； 并系统开展缺资料或无资料信息条件下的城市雨洪模型参数优化与不确定性

评估， 形成城市雨洪模型集合预报方案， 减小模型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 提高预报精度及可靠性； 耦合地面

观测、 气象雷达、 遥感卫星、 地形地貌、 排水管网及城市发展等多源信息， 基于 ＧＩＳ 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模

块， 构建城市暴雨洪水监测与预测预警综合系统， 为城市防洪减灾和应急应对提供决策依据。
（２） 城市雨洪管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　 城市雨洪管理是城市水文学研究的一个前沿与热点问题， 特别

是对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洪涝灾害和水资源危机， 如何有效应

对城市洪涝灾害， 管理城市雨洪， 控制雨水污染、 实现资源化利用， 成为变化环境下城市雨洪管理的重点。
在管理理念上， 坚持以可持续性发展、 接近自然状态和多功能的城市雨洪管理理念为基本原则， 改变单独的

排洪蓄涝模式， 形成以防洪减灾、 污染控制和预防、 水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以及城市环境美化与水资源综合

利用等多功能管理模式； 在技术层面上， 加强源头控制技术和预防措施的研究和实践， 结合工程性措施和非

工程性措施， 建立长期监测与评估技术， 保证城市雨洪管理技术的有效性和适应性以提高城市雨洪管理水

平； 在法律政策方面， 构建高效的城市雨水管理体制， 制定城市雨水利用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条例， 调整城

市雨洪协调管理模式， 改变 “多龙治水， 无人负责” 的混乱管理局面， 实施水务一体化建设， 保证可持续

的城市雨洪管理技术方案的实施和推广； 在应用与规划方面， 根据城市综合规划， 协调人口、 经济、 资源和

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 综合考虑城市自然条件、 土地利用、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建立合适

的城市雨洪管理技术方案， 以应对变化环境下的城市雨洪问题。
（３） 变化环境下的城市洪涝风险与水安全研究　 城市水问题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 如城市水

资源短缺、 水质污染和洪涝干旱灾害等。 此外由于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城市供水安全、 水质安全

和防洪安全面临巨大挑战［６５］， 因此， 开展变化环境下城市水安全研究是城市水文学关注的焦点。 需要结合

分布式水文模型、 管网水力模型、 河道水力学模型的相互响应关系与耦合建立集成模型， 建立洪涝灾害损失

评估与风险分析模型， 并基于风险管理理念开展城市雨洪优化管理与利用； 考虑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对

城市水安全的影响机制， 开展城市水安全的影响驱动因素定量评估分析， 明确变化环境下城市水安全问题的

主要成因， 探讨可持续性城市水安全应对措施； 基于洪涝风险和水安全研究， 分析建立城市综合水资源管理

系统， 保证城市水安全和水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城市人水和谐发展。

５　 结论与展望

城市雨洪模拟和管理是城市水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在降雨观测与模拟、 城市雨洪

模拟技术和城市雨洪管理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模型框架体系和技术管理方案。 相较

于国外的成熟技术， 国内在城市雨洪模拟与管理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如中国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城市雨

洪预警预报系统以及行之有效的城市雨洪管理体系， 而且在城市暴雨洪水监测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以及数据缺

失可能影响城市雨洪研究的精度及可靠性问题。 因此， 中国城市雨洪模拟与管理研究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在

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综合利用地面观测、 天气雷达及遥感卫星技术， 实现城市暴雨洪水过程的监测及定量降

雨预报； 通过试验分析和数学模型方法探讨城市暴雨洪水过程响应机理， 建立有效的城市暴雨洪水过程模拟

模型； 结合成熟的城市雨洪管理方案， 建立适合中国城市发展情况的雨洪管理技术和雨水资源化利用方案，
为构建可持续的城市综合水资源管理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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